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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090214681A號 

主旨：公布修正「基隆市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傷亡撫慰金發給自治條例」，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自治條例修正案業經本府109年2月18日第1840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並經基

隆市議會第十九屆第7、8次臨時會議決修正通過。 

二、檢附令乙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綜合發展處除外)、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基隆市議會、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090214681B號 

公布修正「基隆市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傷亡撫慰金發給自治條例」。 

  附修正「基隆市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傷亡撫慰金發給自治條例」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傷亡撫慰金發給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4 日基府秘法壹字第 0910100973B 號令制定公布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12 日基府兵勤壹字第 0960145617B 號令公布修正第 5條、第 7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4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20141343B 號令公布修正第 3條至第 7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31 日基府綜法壹字第 1090214681B 號令公布修正全文 7 條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撫慰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傷亡義務役軍人、替

代役役男及其遺族，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適用對象如下: 

一、作戰、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之義務役軍人或替代役役男遺族。 

二、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列入生活扶助之身心障礙義務役退伍軍人或替代役役

男。 

前項第一款所稱作戰、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之事由及日期，應以國防部或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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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發布之死亡通報為準。 

死亡撫慰金之發給，應以接獲死亡通報之日，死亡之義務役軍人或替代役役男設

籍本市者為限；每年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以下簡稱三節)節禮金之發給，應以

發放之日以前，受領權人以設籍本市者為限。 

第三條  義務役軍人遺族撫慰金及節禮金領受權之順序及其喪失、停止與消滅時效，適

用軍人撫卹條例第四條、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三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

條、第三十條之規定。 

替代役役男遺族撫慰金及節禮金領受權之順序及其喪失、停止與消滅時效，適用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之規定。 

第四條 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服役期間死亡者，依下列標準一次發給其遺族死亡撫慰

金： 

一、作戰、因公死亡：新臺幣十萬元。 

二、因病或意外死亡：新臺幣五萬元。但因犯罪而自殺者，不予發給。 

第五條  作戰、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之義務役軍人及替代役役男遺族，除前條規定外，

每年三節每節發給節禮金新臺幣二千元，發給期間如下： 

一、作戰死亡者，給與二十年。 

二、因公死亡者，給與十五年。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其服役未滿三年者，給與三年。 

四、作戰、因公死亡者之遺族，為父母、配偶或因病、意外死亡者，其遺族為獨

子（女）之父母，或無子（女）之配偶者，得給與終身。 

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列入特別照顧之身心障礙義務役退伍軍人及替代役役男，因

公致一、二等身心障礙者，每年三節每節發給節禮金新臺幣六千元。其他身心障

礙等級或其他因公致身心障礙者，每年三節每節發給節禮金新臺幣三千元。 

前項節禮金領受權之喪失、停止，適用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第五條規定。 

第六條  死亡撫慰金，由本府會同有關機關派員發給；三節節禮金，由本府撥交各區公

所轉發。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30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1090218545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發布令1份，

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109年4月14日第1847次市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二、旨揭辦法電子檔得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www.kl.edu.tw)-法令規章-

教育單行法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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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教育處林處長

祝里、本府教育處陳副處長淑貞、本府教育處杜簡任秘書國正、本府教育處李督

學瑞彬、本府教育處郭督學佳雯、本府教育處陳督學怜伶、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

科、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

本府教育處學前暨選聘科、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30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1090218545B號 

發布修正「基隆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4 日基府教國貳字第 1010155817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31 日基府教國貳字第 1040237046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30 日基府教國壹字第 1090218545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25 條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基隆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各

級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依規費法第十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各級學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校園場地，指各級學校經管之各類運動展演場館、活動中心、禮堂、

各類教室、會議室及停車空間。 
 校園場地依其他法令委託營運管理或使用者，不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校園場地對外開放使用，不得影響學校教學或相關活動之進行。 
申請使用校園之場地不得為營業行為，並以下列活動為限： 
一、教育活動。 
二、體育活動。   
三、其他不違背法令或善良風俗之活動。 

第五條   申請使用校園場地，應於使用日七日前，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向學校提出申請。但公告開放一般民眾個別從事休閒運動之場地，毋需申請： 
一、申請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居所及電話號碼。 
二、使用用途、方式、人數及起訖時間。 

三、申請辦理活動使用者，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活動內容及期程、主(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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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維持場館內外秩序及交通之方案。 

          (三)需張貼或懸掛海報、標語、看板者，其內容、張貼或懸掛地點、方式

及固定方法。 

        需佈置會場、搭建臺架及使用電器設備者，其會場佈置方式、 

        搭建臺架及使用電器設備之種類、搭建地點，應備符合相關 
        法令之說明。 

前二項應載明事項，如有欠缺或不符規定，應於通知後五日內補正。 
委任代理人提出申請者，應檢具申請人之委任書。 

第六條   申請使用校園場地，得要求申請人自費，並以學校為受益人，投保火險、公共

意外責任險或其他與場地使用或活動有關之保險。 
申請使用校園場地活動人數達一千人以上應符合基隆市民間辦理大型群聚活

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規定。 
第七條   申請使用校園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受理；申請不符合第四條規定

者，得駁回其申請：  
一、未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出申請。 
二、未依第五條第三項規定補正。 

三、依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不得申請使用校園場地。 
第八條   同一時段有多人申請使用校園場地，以先申請者優先使用。 

申請長期使用校園場地，除經本府專案核准外，每期最多以六個月為限，每

週使用二次、每次二小時為原則。 
申請長期使用校園場地，使用期滿後如需繼續使用，應依第五條規定重新提

出申請。 
第九條   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時間如下： 

一、展演場館、運動場、球場、活動中心、禮堂、教室、會議室： 

（一）上課日：上午五時至七時、下午五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 

（二）週休二日及例假日：上午五時至下午九時三十分。 

  （三）寒、暑假期間：學校辦理學藝活動時，開放時間依第一目規定，

其餘開放時間依第二目規定。 

二、教師研習中心：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 
三、停車空間：下午五時三十分至隔日上午七時；週休二日及例假日全日。 
前項開放時間，學校得視實際需要報經本府核准後調整之，並於調整日七日

前，於網站及門首公告。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學校得停止校園場地之開放使用： 
一、校園場地施工整修或設備缺損，不宜繼續使用。 

二、其他特殊情形開放使用有困難者。 

依前項規定停止開放使用者，學校應於網站及門首公告，並函報本府備查。 
第十一條 已核准使用之校園場地，學校因教學或舉辦活動臨時需要自行使用時，應於 

七日前通知申請人配合調整使用時段；未能配合調整者，應廢止原核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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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息發還已繳規費及保證金，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 
第十二條   各級學校開放校園場地使用收費基準，如附表。 

        各級學校應視場地及設備新舊實際狀況，於前項收費基準範圍內，訂定該校

校園場地之收費基準，經校務會議通過，函報本府核定後，公告實施；經本

府專案核准長期使用校園場地者，其收費基準，另議之。 

各校收費基準未訂定前，依第一項規定基準之最低費率收費。 

第十三條 使用校園場地之佈置、器材裝卸、預（排）演及善後清理時間，列入使用時

間計算收費。所攜帶之貴重物品，應自行妥慎保管，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第十四條 申請使用校園場地期間連續達六個月之團體或單位，場地費得依實際狀況酌

予優惠；優惠最高以場地費收費標準之百分之七十為限。 
第十五條   申請使用校園場地，應繳交保證金。 

   前項保證金額度不得低於申請使用之場地費二倍。但得視場地、設備情況及

租期調整之。 

第十六條 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回復原狀後，無息發還。但使用期間因可歸責於申請

人或使用人之事由造成設施毀損，或依第二十二條規定，應由申請人負損害

賠償責任者，其回復原狀及賠償費用，得由保證金中扣抵；若有不足，其不

足數應由申請人負責償還。 
第十七條 本府其他單位機關申請使用校園場地，除基本水電費及冷氣使用費外，免收

或減收場地費及其他使用規費，並得免繳保證金。 
前項申請主辦單位為本府教育處暨所屬機關單位及學校，免收保證金及切結

書，並得免收或減收場地費及其他使用費。 
第十八條 校園場地經核准使用者，因故無法使用或有變更使用日期情事，應於原核准

使用日七日前，向學校申請退費或變更日期。 
前項變更之日期，另由學校排定。 

第十九條 未於學校核准時間或指定場地使用校園場地者，已繳交之場地使用費不予退

還。但因不可抗力事由致無法使用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條 校園場地使用申請人於使用活動期間，應負責場地內外秩序、設備、公共安

全、交通及環境衛生之維護與車輛停放、傷患急救等事宜，並接受場地管理

人員之指導。 
第二十一條   校園場地及其設備器材、相關設施，於使用完畢後，應由使用申請人歸還

及回復原狀；如有損壞或短少，應予補足、修復或照價賠償。 
第二十二條   使用校園場地未經學校核准，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張貼或懸掛海報、標語、看板；已核准者，使用汙損或破壞場地牆面、

地板或其他設施、設備之方式張貼或懸掛旗幟。 
二、接用學校內之水、電、瓦斯等資源。 
三、搭建臺架及使用電器設備。 
四、將核准使用之場地一部或全部轉讓他人使用。 
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者，學校於必要時得強制拆除，違規使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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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之費用由申請人及行為人負擔。 
第二十三條   使用校園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經勸導改善，而未改善或無法改善者，學

校得廢止原核准處分；已使用者，得立即停止使用： 
一、未遵期繳納使用規費、保證金或其他費用。 
二、妨害公務或有故意破壞公物之行為。 
三、擅自將場地之全部或一部轉讓他人使用。 
四、未經核准之營業行為。 
五、未經核准招生、宣教、推銷或其廣告及相關標誌之設置。 

六、使用爆竹煙火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行為。 
七、活動內容有危害他人健康、建築物安全或學校設施之虞。 
八、其他致生學校損害之行為。 
九、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或不遵從學校指示之行為。 
十、其他違反法令或公序良俗之行為。 
十一、未依核准時間或場地使用校園場地。 

違反前項第二款至第十款規定，經撤銷或廢止核准使用者，一年內不得申

請使用校園場地，所繳各項費用，除保證金依第十六條規定發還外，不予

退還。 

學校得於核准處分書將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載明為附款。 

第二十四條   依本辦法規定所收各項規費，採收支對列方式納入學校附屬單位預算。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基隆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場地費 基本水電費 冷氣使用費

視聽音響設備

使用費 
備註 

普通教室 
每小時 
50－300 

每小時 
50－200 

每小時 
200－1,500 

每小時 
100-1,000 

1.特殊照明使用費

200-1,500元。 

2.鋼琴、電子琴

使用費

100-400 元。 

3.每場次以半天

為單位。 

4.學校為便於管

理，得訂定基本

使用時數。 
 

專科教室（音樂、舞蹈、

美術、綜合等）、會議室

每小時 
100－1,000 

每小時 
50－250 

視聽教室 
每小時 
200－1000 

每小時 
100－250 

電腦教室 
每小時 
300－1,600 

每小時 
150－400 

活動中心、禮堂、音樂

廳、體育館 
每小時 
300－3,500 

每小時 
150－800 

風雨操場（每區）、網球 每小時 每小時 

收 費 項 
目場 地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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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羽球場、籃球場等

室外球場（每面） 
200－1,000 100－250 

田徑場（操場） 
每小時 
200－2,000 

每小時 
100－500 

教師研習中心會議室

(16 人) 
每場次 

400 

每場次 

200 

每場次 

200 

教師研習中心教室(40
人) 

每場次 
1,000 

每場次 
250 

每場次 
500 

教師研習中心以下電腦

教室(40 人) 
每場次 
1,000 

每場次 
300 

每場次 
600 

 

教師研習中心多功能會

議室(80 人) 
每場次 
2,000 

每場次 
500 

每場次 
1,000 

每場次 

1,000 

教師研習中心階梯教室

(140 人) 
每場次 

2,500 

每場次 

500 

每場次 

1,000 

每場次 

1,000 

便民使用停車空間 
每月

1,000-3,600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090221516A號 

主旨：發布修正「基隆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標準」，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基隆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標準」業經本府109年4月21日第1848

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旨揭發布令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民政處除外)、本府所屬機關、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民政處(宗教禮儀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090221516B號 

發布修正「基隆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標準」。 

  附修正「基隆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標準」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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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發給標準 

中華民國 89 年 10 月 2 日基隆市政府訂定發布全文 3條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0 日基府民禮壹字第 1090221516B 號令發布修正第 1條至第 10 條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所稱合法墳墓如下： 

一、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墳墓設置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前既存之墳墓。 

二、依墳墓設置管理條例或殯葬管理條例核准設置之墳墓。 

第三條 應行遷葬之合法墳墓，遷葬補償費發給標準如下： 

一、 墳墓面積未達二平方公尺者，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二、 墳墓面積二平方公尺以上未達六平方公尺者，新臺幣三萬元。 

三、 墳墓面積六平方公尺以上未達十平方公尺者，新臺幣四萬元。 

四、 墳墓面積十平方公尺以上未達十四平方公尺者，新臺幣五萬元。 

五、 墳墓面積十四平方公尺以上未達十八平方公尺者，新臺幣七萬元。 

六、 墳墓面積達十八平方公尺以上者，新臺幣八萬元。 

        前項所指墳墓面積計算範圍，包含埋葬棺柩之墓丘、墓碑、墓手及墓庭所占土

地面積。 

        每一座墳墓埋葬或存放骨灰(骸) 超過一具者，每增加一具加發新臺幣六千元。  

        墳墓埋葬之屍骨尚未腐爛，須連棺柩遷葬者，加發遷葬補償費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 

第四條 應行遷葬之非合法墳墓，得按第三條遷葬補償費發給標準百分之五十計算，發給

遷葬救濟金。  

第五條 露置之骨罈應行遷葬者，每罐發給遷葬救濟金新臺幣六千元。 

第六條  墳墓或骨罈於需地機關通知期限內遷葬者，按遷葬補償費或救濟金發給標準，

加發獎勵金百分之五十。 

第七條  墳墓或骨罈由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或需地機關代為遷葬者，其發給之遷

葬補償費或救濟金，應扣除代為遷葬費用。 

第八條  受葬者親屬認領依法應行遷葬之墳墓，於完成遷葬後，得依本標準申請領取遷

葬補償費或救濟金。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需地機關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切結書。 

二、 申請人身份證明文件。 

三、 起掘前墓碑及墳墓全景照片。 

四、 起掘作業照片。  

五、 起掘後墓地照片。 

       經需地機關或其受託機關代為遷葬墳墓者，申請人得免附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文

件。   

第九條 墳墓遷葬補償救濟查估作業，由需地機關辦理，必要時得由本府協助；遷葬補償

費及救濟金由需地機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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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090223408A號 

主旨：公布修正「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 

說明：  

一、旨揭自治條例修正案業經基隆市議會第19屆第7、8次臨時會議決通過，並經內政

部109年4月30日台內民字第10901151181號函核定。 

二、檢附令乙份。 

正本：基隆市議會、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090223408B號 

公布修正「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 

  附公布修正「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條文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 

                                  1.中華民國 89 年 1 月 13 日 89 基府秘法字第 002438 號令制定公布 

        2.中華民國 91年 1 月 4日 91 基府秘法字第 001786 號令修正公布第 28 條條文暨行政人員編制表 

                    3.中華民國 93年 11 月 30 日基府秘法字第 0930125516B 號令修正公布第 28 條條文 

                   4.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29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0960108925B 號令修正公布第 26 條條文 

                 5.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4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0960144909 號令修正公布行政人員編制表 

  6.中華民國 100 年 1月 26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00006161B 號令修正公布第 27 條條文暨行政人員編制表 

7.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4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40109905B 號令修正公布第 9條、第 14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9 條條文暨行政人員編制表 

8.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3 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50221611B 號令修正公布第 12 條、第 22 條、第 27 條、第 

                                                                           31 條、第 33 條之 1 

                9.中華民國 106 年 3月 6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60209342B 號令修正公布第 6條、第 9條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25 日基府綜法壹字第 1090223408B 號令修正公布第 21 條條文 

第二十一條  本會會議應公開舉行。但會議主席或議員三人以上提議或依地方制度法第

四十九條列席人員之請求，經會議通過時，得舉行秘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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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公開舉行之會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本會召開大會會議，應開放旁聽。 

二、 本會會議議事日程，應於會議前公開於網站。 

三、 本會會議應製作會議紀錄，除考察及現勘外，並應製作議事錄，且分

別於會議後一個月內及六個月內，公開於網站至少五年。 

四、 本會除考察及現勘外，大會會議實況應透過網路或電視全程直播；大

會及委員會會議應全程錄影，於會議後十五日內將影音檔公開於網站

至少五年。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權壹字第1090224364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規費收費標準」發布令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標準經本府109年5月12日第1851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發布令1份。 

正本：基隆市政府秘書長室、基隆市政府民政處、基隆市政府財政處、基隆市政府產業

發展處、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基隆市政府工務處、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基隆

市政府消保官、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基隆市衛生局、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政府

地政處、基隆市政府交通處、基隆市政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基隆市政府人事處、基隆市政府主計處、基隆市政府政

風處、基隆市七堵區公所、基隆市七堵戶政事務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基隆市

安樂戶政事務所、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基隆市仁愛區公所、基隆市公共汽車管理

處、基隆市立仁愛之家、基隆市文化局、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基隆市立醫院、

基隆市立體育場、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基隆市信義區公所、

基隆市中正戶政事務所、基隆市稅務局、基隆市暖暖區公所、基隆市警察局、基

隆市家庭教育中心、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 

副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至市府公報)、基隆市政府地政處地權登記

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05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權壹字第1090224364B號 

修正「基隆市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規費收費標準」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 

  附修正「基隆市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規費收費標準」第一條、第二條、 第三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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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林右昌 

基 隆 市 非 都 市 土 地變更編 定規費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104年 12月 10 日基府地用貳字第1040253550B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9年5月29日基府地權壹字第1090224364B號令修正第1條、第２條、第3條條文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規費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免擬具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者，每案新臺幣四千元。 

        二、應擬具興辦事業計畫，無須提專案小組審查，除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 過

案件者，每案新臺幣八千元計收外，其餘每案新臺幣六千元。 

       三、應擬具興辦事業計畫，且須提專案小組審查者，每案新臺幣一萬七千元。 

第三條 土地徵收、撥用或土地徵收條例第三條規定得徵收之土地，以協議價購或其他方

式取得，經核准一併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者，免收規費。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檢壹字第1090350217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發布令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業經109年4月14日本府第1847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旨揭發布令乙份。 

正本：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稅務局、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文化局、基隆市環境保護

局、基隆市政府民政處、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基隆

市政府教育處、基隆市政府財政處、基隆市政府政風處、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基

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基隆市政府地政處、基隆市政府交通處、基隆市政府主計

處、基隆市政府工務處、基隆市政府人事處、基隆市政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基

隆市政府消保官 

副本：基隆市衛生局檢驗科、基隆市衛生局企劃科、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

協助刊登本府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1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檢壹字第1090350217B號 

修正「基隆市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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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衛生檢驗申請及收費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9 日府授衛檢貳字第 1010109788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30 日府授衛檢貳字第 1030300898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01 日府授衛檢壹字第 1090350217B 號令修正全文 11 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法第十條及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基隆市衛生局

（以下簡稱衛生局）。 

第三條    本辦法受理種類如下： 

          一、食品微生物檢驗。 

          二、食品化學檢驗。 

          三、食品添加物檢驗。 

          四、化粧品檢驗。 

          五、營業衛生檢驗。 

          六、其他經本府認定之衛生檢驗。 

          前項各款檢驗項目及檢驗樣品之送驗量，由衛生局另定並公告之。 

第四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依據本辦法向衛生局提出申請： 

          一、各縣市民眾。 

          二、國內依法設立之公司、商業或法人團體。 

          衛生局得以專案計畫檢驗方式，受理前項資格以外之申請案件。 

第五條    申請者應檢附足量之送驗樣品及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身分證或公司、商業、法人團體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寫明收件人姓名及地址之回郵掛號信封一個。 

四、委託他人申請者，應另附申請人出具之委託書。 

申請文件未符合前項規定者，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 

第六條    申請者應繳納檢驗規費；收費基準如附表二。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按前項收費基準百分之八十計收： 

一、 設籍基隆市市民。 

二、 事務所設立登記於基隆市之公司、商業或法人團體。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 非第三條規定之檢驗種類或項目。 

二、 申請文件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三、 檢附檢驗之樣品，已逾保存期限。 

第八條     申請案件涉及消費糾紛、民事賠償或刑事案件之虞者，應不予受理。樣品未

開始執行檢測者，應予返還並辦理退費；樣品已開始執行檢測者，不予返還

且不辦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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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結果僅供申請者參考，不得據為判定合法與否及整批產品狀態之結果證

明。 

第九條     申請樣品之採樣、保存及運送過程，未經衛生局確認者，僅對所送樣品當時

狀態進行檢驗。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停止受理申請： 

一、 儀器定期保養或檢修期間。 

二、 儀器關機後，復機所需調校期間。 

三、 其他不可抗力之突發事件處理期間。    

第十條     衛生局應於受理申請後，三十個工作日內完成檢驗報告；必要時，得延長一

次。延長時間最長不得逾三十個工作日。 

申請者不得以複製、影印、轉載或其他方式使用檢驗報告作為宣傳、推銷或

營利等商業行為之用。如有損害民眾權益者，應自負相關責任。 

           違反前項規定者，衛生局應通知申請者停止使用該檢測報告，並自通知之日

起，六個月內不受理其衛生檢驗之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基隆市衛生檢驗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產品名稱  

檢驗種類 檢驗項目 

□1.食品微生物檢驗 

□2.食品化學檢驗 

□3.食品添加物檢驗 

□4.化粧品檢驗 

□5.營業衛生檢驗 

□6.其他經本府認定之衛生

檢驗 

 

 

 

 

 

 

產品數量/重量  製造日期或保存期限  

包裝方式 □完整    □散裝 

收費金額 
總計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規費收據編號：＿＿＿＿＿＿＿＿＿＿＿＿＿＿＿＿ 

附件 

□ 身分證影本。申請者設籍於基隆市：□是   □否 

□ 公司、商業或法人團體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公司、商業或法人團體設立登記在基隆市：□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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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託書（委託他人申請者應檢附）。 

□ 寫明收件人姓名及地址之回郵掛號信封一個。 

□ 規費收據影本。 

備註：1.收費請參考基隆市衛生檢驗規費收費基準。 

         2.檢驗樣品之採樣、保存及運送過程，未經衛生局確認者，僅對所送樣品當時

狀態進行檢驗，所得檢驗結果僅供參考，不得據為判定合法與否及整批產品

狀態之結果證明。 

         3.申請時請詳閱背面檢驗申請注意事項。 

申請人： 

地址： 

電話： 

申請代理人：                  地址：                             電話： 

（應有申請人簽章；申請人為公司、商號或法人團體者，應加蓋大印及負責人印章）

   服務窗口收件人簽章：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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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衛生檢驗申請注意事項 
 

壹、申請衛生檢驗，應檢附足量之送驗樣品及下列文件： 

一、填寫衛生檢驗申請表一份。 

二、自然人申請者，應附身分證影本；公司、商業或法人團體申請者，應附公司、

商業或法人團體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寫明收件人姓名、地址回郵 30 元掛號信封一個。 

四、委託他人申請者，應另附申請人出具之委託書。 

 

貳、檢驗項目與費用： 
本局受理以下六大類之衛生檢驗申請，申請衛生檢驗，應繳納檢驗規費；其項目

與收費詳如基隆市衛生檢驗規費收費基準。 

一、食品微生物檢驗。 

   二、食品化學檢驗。 

   三、食品添加物檢驗。 

   四、化粧品檢驗。 

   五、營業衛生檢驗。 

   六、其他經本府認定之衛生檢驗。 

 

叁、樣品需要量： 
一、一般食品三百公克以上（固體）、三百毫升（液體）、錠劑或膠囊約三十粒以上，

且最好以原包裝送驗。 
二、化妝品儘量以原包裝送驗，重量至少二十公克，若檢體為面膜，請以原包裝送

驗，至少提供三片以上送驗。 
三、泳池水三百毫升。 
四、若為申請食品微生物檢驗需依包裝標示之保存條件送驗。 

 
肆、受理時間：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伍、服務地點：基隆市衛生局 檢驗科 

 地址： 206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路 2 號 
 電話： 02-24529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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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基隆市衛生檢驗規費收費基準表 

分類 

序號 

衛生

檢驗 

種類 
衛生檢驗項目 

衛生檢驗規費

收費基準(單

位：新台幣元)

1 食品

微生

物檢

驗 

生菌數 每一項為 1,000

元，每增加一項

加收 500 元 

大腸桿菌群 

大腸桿菌 

綠膿桿菌 每一項為 2,000

元，每增加一項

加收 500 元 

糞便性鏈球菌 

2 食品

化學 

檢驗 

重金屬－鉛、鎘、鋅、銅、汞、砷、銻，或依本局認定

之中央公告（建議）檢驗方法得檢驗項目辦理 

單一元素為

2,000 元，每增

加一個元素加

收 500 元 

甲醛 每一項為 2,000

元 

3 食品

添加

物檢

驗 

人工甘味劑-糖精(saccharin) 、甘精(duclin)、醋磺內酯鉀

(aesulfame ptassium) ，或依本局認定之中央公告（建議）

檢驗方法得檢驗項目辦理 

每一項為 2,000

元 

 

 

人工甘味劑-環己基（代）磺醯胺酸（cyclamate），或依

本局認定之中央公告（建議）檢驗方法得檢驗項目辦理 

每一項為 2,000

元 

防腐劑-苯甲酸(benzoicacid)、己二烯酸 (sorbic acid)、去

水醋酸(dehydration acetic acid)  

每一項為 2,000

元 

防腐劑-苯甲酸、己二烯酸、去水醋酸、水楊酸、對羥苯

甲酸，或依本局認定之中央公告（建議）檢驗方法得檢

驗項目辦理 

每一項為 2,500

元 

防腐劑-對羥苯甲酸甲酯、乙酯、丙酯、異丙酯、丁酯、 每一項為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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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丁酯、第二丁酯，或依本局認定之中央公告（建議）

檢驗方法得檢驗項目辦理 

元 

防腐劑-丙酸(propionic acid) 每一項為 2,000

元 

著色劑-食用藍色一號、食用藍色二號、食用綠色三號、

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食用紅色六號、食用紅

色七號、食用紅色四十號，或依本局認定之中央公告（建

議）檢驗方法得檢驗項目辦理 

每一項為 2,000

元 

保色劑-亞硝酸鹽類(nitrite) 每一項為 2,000

元 

殺菌劑-過氧化氫（H2O2） 每一項為 500

元 

漂白劑-二氧化硫 每一項為 1,000

元 

硼酸及其鹽類 每一項為 500

元 

食品中螢光增白劑-二胺基二苯乙烯及其衍生物  每一項為 1,000

元 

4 化粧

品檢

驗 

美白-維他命 C 磷酸鎂 (magnesium ascorbyl phosphate) 每一項為 1,000

元，每增加一項

加收 500 元 

美白-維他命 C 葡萄糖苷(ascorbyl glucoside) 

美白-麴酸(kojic acid) 

美白-熊果素(arbutin) 

美白-對苯二酚(hydroquinone) 

5 營業

衛生

檢驗 

泳池水中總菌落數 每一項為 1,000

元 

泳池水中大腸桿菌檢驗 每一項為 1,000

元 

6 其他 食用油脂中總極性物質之測定 每一項為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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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

府認

定之

衛生

檢驗  

元 

食用油脂中酸價 每一項為 1,000

元 

揮發性鹽基態氮 每一項為 1,000

元 

備註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壹字第1090360610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第十三條發布令1

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109年03月3日第1842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令1份。 

正本：基隆市七堵區公所(請張貼公告欄)、基隆市中山區公所(請張貼公告欄)、基隆市

中正區公所(請張貼公告欄)、基隆市仁愛區公所(請張貼公告欄)、基隆市安樂區

公所(請張貼公告欄)、基隆市信義區公所(請張貼公告欄)、基隆市暖暖區公所(請

張貼公告欄) 

副本：基隆市議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本府綜合發展處(請刊登公報並登載網站)、本

府財政處、本府主計處(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壹字第1090360610B號 

修正「基隆市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第十三條。 

附修正「基隆市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第十三條條文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日府授環空貳字第 1080360447A 號令發布全文 15 條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0 日府授環空壹字第 1090360610B 號令發布修正第 13 條條文 

第十三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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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壹字第1090360641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勵暨補助辦法」發布令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經本府109年5月12日第1851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發布令乙份。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本府所屬學校、基隆市各公私立高中職 

副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基隆市議會(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壹字第1090360641B號 

修正「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勵暨補助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勵暨補助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勵暨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26 日府授環管貳字第 1010065194B 號令 

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6 日府授環管貳字第 1020030393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6 日府授環管貳字第 1060360956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28 日府授環管貳字第 1080360169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30 日府授環管壹字第 1090360641B 號令修正第 5條、6條、12 條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環境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規定之補助

事項，並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獎勵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從事環境教育

成效優良者，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執行機關為基隆市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環境教育教學專業領域：指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

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或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專業領域。 

二、 環境教育活動：指以課程、體驗、實驗(習)、戶外學習、實作、環境整理、

社區改造、互動等方式，辦理與環境教育教學專業領域相關之教學活動。 

三、 環境教育計畫：指以課程、演講、討論、網路學習、體驗、實驗(習)、戶

外學習、影片觀賞、實作及其他活動等方式推展環境教育，所訂定之實施計

畫。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依國家環境教育獎獎勵辦法第二條規定，參選國家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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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經本府初審獲得第一名之個人、團體或社區。 

前項獎勵對象由本府核發獎勵金鼓勵，獎勵金額度以新臺幣三萬元為上限，並代

表本市參加中央主管機關之複審。 

第五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及項目如下： 

一、 環境教育設施或場所獨立提案或整合其他專業組織、單位共同提案，以進

行環境教育之累積與深化教育為目的，所辦理之環境教育活動。 

二、 辦理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環境教育計畫之本府所屬機關（構）及本市轄內

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學校、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

經政府立案之非營利團體及社團法人。 

三、 各級學校、本市轄內社區、里及人民團體，獨立或聯合提案，辦理主題內

容具有環境教育意涵，符合本府年度環境教育推動政策及方向，並具有地方

特色或特殊代表性之專案性環境教育計畫。 

申請補助計畫內容屬一般性的宣示活動、會議、園遊會、嘉年華會、清掃、淨灘、

淨山、淨溪等活動者，不予補助。 

申請補助戶外環境教育學習活動者，應選擇經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場所辦理。 

申請第一項補助，每年以一次為限，連續補助最多為三年。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如下： 

一、 第五條第一款所定環境教育活動，補助最高以新臺幣五萬元為限。 

二、 第五條第二款所定環境教育計畫，補助最高以新臺幣三萬元為限。 

三、 第五條第三款所定專案性環境教育計畫，補助計畫總經費百分之八十五。

但最高以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第七條 申請補助者，應填具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一）並檢附計畫書與經費明細表各一份，

向環保局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者，按審查核定金額，給予補助。 

前項計畫書應依範例(如附件二)格式及所列項次，詳實填寫。同一案件向二個以

上機關(單位)提出申請補（捐）助，應於申請表附件載明向各機關(單位)申請補

（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第一項規定應附申請文件如有欠缺，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

受理。 

第八條 補助審查方式如下： 

一、 由環保局按申請人提送之書面資料進行初審作業。 

二、 初審通過後，由本府召開審查會議辦理實質審查，並通知申請人到場說明。 

第九條 補助審查作業由環保局邀集相關業務科長及本市環境教育審議會委員具相關學術

專長或實務經驗者三人以上，組成審查小組為之。 

審查小組成員關於補助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

十三條之規定。 

第十條 補助申請期限自上年度十一月一日起至補助年度一月三十一日止。但具有地方特

色或特殊代表性之專案環境教育計畫，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經核定補助項目，應依核定計畫內容及審查結果執行，不得變更。但有特殊事由

或需要，報經本府核准變更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申請補助項目，其補助經費以計畫執行所需之業務費、材料費等經常門為限。 

補助計畫編列之支出項目，其經費補助，不得逾下列標準；補助不足部分，應由

申請補助者自籌： 

一、  交通費每日新臺幣一萬元。 

二、 宣導品應選購具有環境教育宣導意義或環保標章之產品，每份新臺幣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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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合計不得超過總經費總額百分之十五。 

三、 便當費用每人每餐新臺幣八十元，合計不得超過總經費總額百分之十二。 

四、 茶水費每人每場新臺幣四十元，合計不得超過總經費總額百分之六。 

五、 講師、講座、講座助理、解說員等講師鐘點費支給，準用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辦理；合計不得超過總經費總額百分之四十五。 

六、 辦理環境維護及調查項目經費，合計不得超過總經費總額百分之三十五。 

七、 辦理環境綠美化項目經費，合計不得超過總經費總額百分之二十。 

八、 其他項目經費編列不得逾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列之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

規定。 

核定補助印製之各項宣導資料、書刊及宣導片等，應於適當位置標明基隆市政府

字樣及廣告二字。 

申請補助辦理之環境教育訓練、講習或其他類似研習課程，其課程總時數之四分

之一，應由具備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資格之講師進行授課。 

第十三條 下列支出不得申請補助： 

一、 於違法占有土地或違章建築進行環境教育所需相關軟硬體裝置、設置、建置

之費用。 

二、 建築設備或單價超過新臺幣一萬元(含)之非消耗品。 

三、 傳真機、影印機、辦公桌椅之一般辦公用器具或照相機、行動電話、音響、

電視機、錄放影機、攝影機、電腦資訊設備及受補助對象應自行配備之基本

設備。 

四、 土地取得費用。 

五、 依法應繳納之罰鍰。 

六、 人事費用(含聘僱人員及僱用臨時工)。 

七、 慰問金。 

八、 加班費。 

九、 差旅費(含出國旅費)。 

十、 捐助支出。 

十一、 各類獎金、獎品、摸彩品、贈品、油資、郵電、電話費用、紀念品之支

出。 

十二、 購置工作服（帽）、工作鞋、雨衣。但購置印有宣導文字之工作背心，

不在此限。 

十三、 購買瓶裝水、杯水費。 

十四、 未符合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宣導品或第五款規定之講師鐘點

費支出。 

十五、 茶會、旅遊、場地清潔費或涉及商業販售、違反公序良俗之活動支出。 

十六、 對政黨政治相關活動或個人舉辦活動之贊助。 

十七、 辦理內部之會員大會或會務活動及理監事會議等法定會議之出席費、交

通費。 

十八、 選擇未經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之場所，辦理戶外環境教育學習活動之

支出。 

十九、 計畫執行完成後，增列之支出項目。 

二十、 其他與計畫需求顯不相符之支出項目。 

第十四條 補助項目應於核定計畫執行完成後三十日內，檢附下列文件向環保局請領補助

款，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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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實支經費總額： 

一、計畫執行成果報告。 

二、經費收支明細表。 

三、統一發票、領據或收據等原始憑證。 

前項文件如有欠缺，經環保局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視為放棄請領補助

款。 

補助款於環保局完成核銷確認後，始得撥付。 

第十五條 核定補助項目，其計畫執行期間，執行機關得派員或委託第三公正單位不定期查

核，受補助對象應備妥指定相關資料受檢。 

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撤銷或廢止ㄧ部或全部之補助，已領補助款者，以書

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 

一、 申請文件不實。 

二、 虛報、浮報補助款。 

三、 以不正當手段影響審查公正性。 

四、 未經本府核准自行變更計畫內容。 

五、 未依計畫辦理或計畫執行進度嚴重落後，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改

善。 

六、 拒絕接受執行機關之查核或訪查。 

七、 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補助款。 

八、 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視為放棄請補助款。 

九、 其他違反法令之情事。 

前項規定，應載明於核定補助處分書。 

依本辦法規定撤銷或廢止補助者，自撤銷或廢止日起，三年內不予補助。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市環境保護基金編列年度預算支應。年度預算用罄時，本

府得隨時停止受理申請。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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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勵暨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類   別： 

 環境教育活動 

 依法辦理推動環境教育計畫 

 具地方特色或特殊代表性之環境教育計畫 

 

 

    申請經費：                   (請以國字書寫) 

    申請單位：                                

    版    次：   第      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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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勵暨補助申請表 

 

一、 計畫名稱：                                             

二、 申請地址：                                             

三、 申請單位： 

單位名稱：                                             

機關首長姓名及職稱：                                         

承辦人員及職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傳    真：                      

手    機：                   電子信箱：                      

申請表附件： 

1.申請補（捐）助計畫說明。 

2.未重複請領切結書(於申請補（捐）助計畫說明，是否向兩個以上機關

申請補(捐)助，勾選 是，並填寫其他補助計畫說明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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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補（捐）助計畫說明 

一、 是否向兩個以上機關申請補(捐)助：□是□否 

（說明：填”是”者，請填寫以下申請補助計畫說明，並檢具相關申請經

費與計畫證明文件；填”否”者請簽具未重複請領切結書。） 

 

二、 申請其他補助計畫說明 

項目 說明 

1. 申請補助經費單位

數： 
_____處 

2. 申請單位名稱： 
（請詳列單位名稱） 

(1).                              

(2).                              

(3).                              

3. 申請補助經費： 新台幣                  元 

4. 申請補助項目說明： 

(請以條列式說明申請補助之項目與工作

內容。)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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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重複請領切結書 

切 結 書 

本單位                    （全銜）申請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

勵暨補助辦法辦理                 （計畫名稱），申請補助計畫

經費共計新台幣          元整，並無重複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之

情形，如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特此具結。並保證本單位接受貴

局之補助，如有遺漏亦由本單位自行負責，核銷時發現有不實及不

合規定或支出不符原核定項目經剔除後，願將經費繳還並負一切法

律責任。 

此致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具領單位： 

統一編號： 

負責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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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基隆市推動環境教育獎勵暨補助計畫書(範例) 
 

計畫書撰寫格式原則說明： 

一、 版面設定：A4直式撰寫為主，邊界上下左右皆為 2公分為宜。 

二、 文字格式：國字：標楷體；英文與數字：Times New Roman 

三、 文字大小：標題 16字粗體；內文 14字。 

一、 計畫名稱：                                                           

二、 計畫目標：請以文字結合條列式進行說明 

三、 申請單位： 

ＯＯＯ（請填寫申請機關、單位名稱）。證明文件如後附表一至Ｘ。（請

將依法取得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置於申請計畫書最後之

附件依序擺放） 

四、 實施地點與範圍： 

ＯＯＯ（請填寫執行地點）。如下圖所示。 

實施地點如有複數處，請依執行順序排放，並附上執行地點示意圖。 

證明文件如後附表二至Ｘ。(含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

文件影本置於申請計畫書最後之附件依序擺放) 

五、 項目與內容：請針對規劃項目內容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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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實施方法與步驟：請以文字或圖表結合條列式進行說明 

七、 實施期程： 

自 10X年 XX月 XX 日起至 10X年 XX 月 XX日止，共計 XX月。（請以計畫

(預估/實際）執行起訖點進行說明） 

八、 經費明細表： 

含各規劃經費項目、單價、數量、總額及說明，並請補充自籌款項說明，

相關編列原則：交通費單日上限不超過新臺幣 1萬元、便當 or餐點至多每

人每餐不超過 80元；茶水費每人每場不超過 40元。本辦法補助辦理之活動，

應鼓勵參加人員自行攜帶環保餐具及環保杯。講師費準用講座鐘點費支給表

規定辦理，格式如下。 

單位 新臺幣元

項

次 規劃項目 執行經費

(A) 
自籌經費

(B) 
項目經費

(C=A+B)

總經費

占比(%)
(C/D) 

經費計算說明 備註 

1 OO 調查 OO,OOO OO,OOO OO,OOO OO.O% 
人事費： 
OO 元 x OO 天

=OOO 元 
 

2      
材料費： 
(名稱)ＯＯ元 x OO
個=OOO 元 

 

3 
表格不敷使

用請自行增

列 
      

經費小計： OOO OOO OOO 100% 
執行經費比例請四捨五入，並

計算至小數點第 1 位數。 

(D)總計畫經費： NTD OOO,OOO 元 含自籌款經費 

(E)申請補助經費： NTD OOO,OOO 元 總計畫經費請扣除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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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表： 

本單位相關環境教育專業人力配置如下表。（請針對執行人力進行說明，表

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序 姓名 學經歷簡介 執行項目 備註 

1 OOO 
OOO理事長/具環境

教育人員認證 
專案規劃/策略

研擬  

2  總幹事 活動籌備  

3  副總幹事 活動執行  

4   課程講解  

十、 申請單位優良事績(限三年內)： 

請以文字結合條列式進行說明 

十一、 預期效益： 

請以條列式搭配文字，進行各項執行項目及預期執行成果量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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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請自行複製並依序編列流水號) 

請放置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佐證照片 

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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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請自行複製並依序編列流水號) 

請放置相關證明文件影本佐證照片 

設施場所之所有權、管理權或使用權證明文件影本 



32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090230146A號 

主旨：公布「基隆市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自治條例業經本府108年10月22日第1826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並經基隆市

議會第19屆第2次定期會議決通過，暨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9年5月7日環署綜

字第1090034222號函核定。 

二、檢附令乙份。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基隆市議會、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紙本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090230146B號 

公布「基隆市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 

附「基隆市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廢棄車輛清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109年6月30日基府綜法壹字第1090230146B號令公布全文20條 

第一條 為清理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廢棄車輛，維護環境衛生及市容觀瞻，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三條  本市廢棄車輛之處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自治條例規定。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名詞定義如下: 

        一、道路：指公路、街道、巷弄、廣場、 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二、公共區域：指實際供公共使用之下列場所： 

(一)公有或由政府機關興建、設置、劃設或管理之公園、綠美化及供休閒

運動用之空地。 

(二)公有建築物四周空地及連外通路。 

(三)河川空地及連外通路。 

(四)繼續為不特定多數人通行使用之私設道路或其他公私有土地。 

(五)其他經區公所查報供公共使用，且未收取費用之地面、空間。 

         三、車輛：指汽車、機車、動力機械、拖車及其他得於道路行駛之動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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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廢棄車輛：指符合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遭人放棄或失去原效

用之車輛。 

         五、公寓大廈：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之建築物及其

基地。 

第五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認定為廢棄車輛： 

         一、經所有人或其代理人以書面放棄之車輛。 

         二、車體髒污、銹蝕、破損，外觀上明顯失去原效用之車輛。 

         三、失去原效用之事故車、解體車。 

第六條  占用道路或公共區域有懸掛車牌疑似廢棄車輛，由基隆市警察局(以下簡稱警

察局)主動查報；未懸掛車牌疑似廢棄車輛，由基隆市環保局 (以下簡稱環保

局)主動查報，並受理民眾檢舉，各區公所及公共區域管理機關得協助通報。 

第七條  廢棄車輛由警察局或環保局派員，並得請區公所、公共區域管理機關或申請協

助清理之申請人現場會同勘查認定之。 

第八條  占用道路或公共區域之廢棄車輛，應由警察局或環保局張貼清理通知書於車體

明顯處，經張貼日起七日內仍未清理者，由環保局先行移置至指定場所存放。

但移置顯有困難或移置費用過高者，得於原地點停放，並將未移置之事由，以

書面張貼於車體明顯處，依廢棄車輛已移置之規定，為後續之清理。 

第九條  廢棄車輛依前條規定張貼清理通知書後，警察局或環保局應以書面通知        

車輛所有人於十五日內清理或至指定場所認領，逾期仍未清理或認領，或車輛

所有人行方不明無法通知或無法查明車輛所有人情形，由環保局公告，經公告

一個月無人認領或清理者，由環保局以廢棄物清除。 

第十條  經限期清理之廢棄車輛，自原停放位置移動，仍占用本市行政轄區內之道路或

公共區域者，視為未清理。 

第十一條   執行廢棄車輛移置作業前，應詳細核對勘查紀錄，確認車輛類別、廠牌、

顏色、停放地點、車牌號碼、引擎號碼、車身號碼及車輛特徵，進行移置

作業時得請警察局會同開啟車門，由環保局於車門、引擎蓋處黏貼封條，

再移置至指定場所。 

第十二條   執行移置廢棄車過程時，如遇車輛所有人或占有人主張其權益，經查屬實

者，得再令其限期清理，開立限期改善通知書，逾期未清理者，由環保局

逕行移置，經公告一個月仍未認領者，由環保局以廢棄物清除。 

第十三條  第九條及第十二條之公告應於公告欄或以其他適當方式為之，內容包括被移

置車輛之車輛類別、廠牌、顏色、停放地點、車牌號碼、引擎號碼、車身號

碼或車輛特徵等資料。 

              公告期間內車輛所有人或占有人或代理人向環保局辦理車輛領回手續時，應

攜帶身分證、行車執照或占有車輛證明文件，代理人並應有車輛所有人或占

有人授權領回車輛之委託書。 

          經公告後，無人認領或清理之廢棄車輛，得以變賣為之。 

   第十四條  廢棄車輛以廢棄物清理時，其車牌號碼、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可查明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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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路監理機關逕予報廢登記，有車牌者亦應併同送交處理。 

第十五條  廢棄車輛移置及保管作業得委託民間合法業者執行。經移置之廢棄車輛，得

向車輛所有人或占有人收取移置費及保管費，經繳交後始得領回車輛。 

             前項移置費及保管費收費標準，由本府定之；收費標準未訂定前，準用基隆

市占用道路廢棄車輛移置費保管費之收費標準。 

第十六條  車輛所有人、占有人或土地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任意於建築物以外之處

所，停放廢棄車輛，經令其限期清理，屆期未清理者，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

以上六千元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十七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申請本府依廢棄車輛規定協助清理： 

             一、公寓大廈內外共有部分停放疑似廢棄車輛，有礙環境衛生，由其管理組

織自行清理有困難者。 

             二、建築物依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等相關規定退縮之防火間隔，停放疑似

廢棄車輛，有礙環境衛生或市容景觀者。 

   第十八條  前條廢棄車輛之協助清理準用第五條至十五條規定。 

   第十九條  依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廢棄車輛協助清理者，其申請資格、要件、程序、應備

文件及作業辦法，由本府定之。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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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農壹字第1090216619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審議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

照。 

說明：本案經本府109年3月24日第1845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單位、基隆市各區公所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本府產業發展處農漁管理科 (均含

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審議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9年04月20日基府產農壹字第1090216619號函頒全文11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有關自然地景及自

然紀念物之審議事項，特設基隆市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審議會（以下簡稱本

會），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六條第一項 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審議任務為本市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之指定、登錄、廢止、變更範圍及類

別、現場調查、研究、保存、管理、維護及其他事項之審議。 

三、 本會置委員九人至二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指派本府秘書長以上人

員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本府產業發展處處長兼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其餘委員由市長就本府代表、專家學者、民間團體代表聘（派）兼之。 

前項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本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 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予續聘；期滿改聘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之

人數不得超過該等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但機關代表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得予補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

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得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六、 本會每年召開定期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本會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

半數之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前項出席委員中，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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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應親自出席。機關代表委員不克出席時，得指派該機 

關人員列席，在會議中發言。但不得參與表決。 

七、本會委員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為之。 

前項迴避之委員，不列入本會應出席委員人數計算。 

八、本會召開審議會議時，得邀請自然地景及自然紀念物所有權人、使用人、管理人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並得邀請有關機關及人員列席。 

九、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產業發展處副處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會務。 
十、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一、本要點經市務會議通過後函頒實施。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財促壹字第1090216164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小組設置要點」1份，並自即日

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設置要點業經本府109年4月7日第1846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財政處除外)、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本府財政處(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2年 4月11日基府建商壹字第092003089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4年1月7日基府建商貳字第094001023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6年9月28日基府建招壹字第096013469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4月15日基府財金貳字第103021500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 4月20日基府財促壹字第1090216164號函修正全文10點 

一、 為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業務，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特設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推動事項。 

   （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之協調事項。 

   （三）其他有關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事項。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八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副市

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下列人員兼任： 

   （一）本府民政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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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府財政處處長。 

   （三）本府產業發展處處長。 

   （四）本府教育處處長。 

   （五）本府工務處處長。 

   （六）本府交通處處長。 

   （七）本府都市發展處處長。 

   （八）本府社會處處長。 

   （九）本府地政處處長。 

   （十）本府主計處處長。 

   （十一）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十二）本府綜合發展處處長。 

   （十三）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環境保護局局長。 

   （十四）本市衛生局局長。 

   （十五）本市文化局局長。 

   （十六）本市稅務局局長。 

四、 本小組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並得視業務推動之需要不定期召開。 

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主持；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得指定副召集人代

理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無法出席時，得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小組會議得邀請相關機關、單位或人員列席。 

五、 本小組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但必要時得指派代理人出席會議。 

六、 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財政處副處長兼任之，協助召集人綜理業務。 

七、 本小組得由召集人延聘學者、專家擔任諮詢顧問；諮詢顧問依個案出席本小組會議

或提供諮詢建議。 

八、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執行過程需進行內部整合與外部協調者，由本府財政處擔任幕僚

作業單位，並彙整列管案件定期提報本小組。 

九、 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 本要點經市務會議通過後函頒實施。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壹字第1090219479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乙份，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09年4月7日第1846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本府民政處原



38 
 

住民族行政科、本府教育處林處長祝里、本府教育處杜簡任秘書國正、本府教育

處陳副處長淑貞、本府教育處李督學瑞彬、本府教育處郭督學佳雯、本府教育處

陳督學怜伶、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本府教育處終身

教育科、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本府教育處學前暨選

聘科 (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9年 5月5日基府教學壹字第1090219479號函頒全文12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諮詢及審議基隆市原住民族教育事務，特依原住民

族教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設基隆市原住民族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本會)，並

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諮詢、審議原住民族教育基本方針、制度、法規及重要計畫或方案。 

(二) 其他應經本會審議之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副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

委員，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教師代表三至四人。 

(二) 學生家長代表二至三人。 

(三) 專家學者三至五人。 

(四) 教育處代表二人。 

(五) 民政處代表一人。 

前項委員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並應考量各類學校、族群

及地域之均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四、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之委員，應隨其本職

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時，得補行聘(派)兼之，任期至原任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機關兼任之委員，無法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

表出席。 

六、 本會會議每學年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無法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

理主席，副主任委員亦無法出席時，得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未指定

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七、 本會會議召開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代表或人士列席說明、討論及提供意見。 

八、 本會應有委員過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議案之表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科長兼任；置幹事一人，由本府



39 
 

教育處指派現職人員兼任，負責本會行政業務。 

十、 本會委員有關利益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 

十一、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二、 本要點經市務會議通過後函頒實施。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權壹字第1090220257號 

主旨：有關本府函頒之「基隆市政府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案件作業要點」溯

自109年1月1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廢止案，業經本府109年4月21日第1848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更正本府109年4月27日基府地權貳字第1090219650號函(諒達)之停止適用期日。 

正本：基隆市地政事務所 

副本：本府服務中心(請張貼於本府公布欄)、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公報並登錄

本市法規查詢網) 、本府地政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發壹字第1090330098號 

主旨：有關「基隆市客家事務輔導團設置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旨揭廢止案業經本府109年4月14日第1847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客家委員會、基隆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基隆市客家文化協會、基隆市客家同

鄉會、世界客屬總會基隆市分會 

副本：本府服務中心(請張貼於本府公布欄)、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公報並登錄

本市法規查詢網)、基隆市文化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管壹字第1090221788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處理監察案件作業要點」1份，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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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09年5月5日第1850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管制考核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處理監察案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7年 9月10日基府研管貳字第0970143673號函頒 

中華民國109年 5月11日基府綜管壹字第1090221788號函修正全文7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監察院對本府所提糾正、函請改善及委託調查

案件（以下簡稱監察案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各單位及所屬各機關處理監察案件，應使用監察院開發之監察案件管理資訊系

統（以下簡稱監察案件管理系統）。 

三、監察案件由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科（以下簡稱文書科）登入監察案件管理系統負責

收文作業，並分派承辦單位後，送交本府綜合發展處管制考核科(以下簡稱管考科)

登記列管。 

監察案件之內容涉及二個以上機關或單位之權責，應指定其中一個機關或單位為承

辦單位。 

四、監察案件之回覆內容，應由承辦單位登載於監察案件管理系統；送繕之公文，應由

文書科登入監察案件管理系統校稿及發文。 

監察案件之內容涉及二個以上機關或單位者，回覆內容應由承辦單位負責協調並綜

合彙整後回覆。 

五、監察案件因案情複雜一時無法辦結者，承辦單位應於列管規定期限內，將辦理情形

先行函復來文機關，並敘明未能辦結理由及後續答復之確切日期。 

六、管考科對於逾處理期限未回覆之監察案件，應即催辦；逾處理期限三十日以上辦結

者，應調查原因、分析責任，依本府公文管制與考核獎懲要點規定簽報議處。 

七、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使用監察案件管理系統，其使用機關(單位)組織架構設定、

使用者帳號維護與權限設定，由管考科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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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16151A號 

主旨：檢送允陽工程有限公司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允陽工程有限公司109年4月6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公報) 

副本：基隆市土木包工商業同業公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基隆市稅務局、本

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4月13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16151B號 

主旨：公告允陽工程有限公司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請周知。 

依據：允陽工程有限公司109年4月6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土木包工業名稱：允陽工程有限公司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12巷6弄187號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3689644 

四、負責人姓名：何浩洋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六、營業項目：在當地或毗鄰地區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 

七、登記證號數：土F字第F90188-000號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基府人考壹字第10900239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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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書影本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9年4月23日109年度清字第13367號判決辦理。 

二、台端因違法兼職案件，經本府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經該會判決申誡（如

判決書主文）。 

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74條第1項規定，懲戒處分之判決於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

翌日起發生懲戒處分效力。本府於109年4月27日收受判決書，爰本案生效日為

同年月28日。 

四、受判決人如有公務員懲戒法第64條第1項各款之事由，得向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提

起再審之訴。 

正本：賴科長穗美 

副本：銓敘部、本府綜合發展處、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公報）、本府人

事處（人力科）、本府人事處（給與科）、本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林右昌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 

        109年度清字第13367號 

移 送機 關 基隆市政府 設基隆市○○區○○路0號 

代 表 人 林右昌   住同上 

被付懲戒人 賴穗美   基隆市政府科長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法案件，經基隆市政府移送本會審理，本會 

判決如下： 

    主  文 

賴穗美申誡。 

    事  實 

壹、基隆市政府移送意旨：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賴穗美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 

    應受懲戒。謹將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 

    下： 

(一)被付懲戒人自100年 2月 15日起任職於基隆市政府迄今，現擔任科長職務。本府依

銓敘部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108年查核結果，發現被付懲戒人具中磊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磊公司）監察人身分。復查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系統，該公司監察人一職於108年 3月 19日經新北市政府核准變更登記為被付懲戒

人，任職期間持有股份5,000股，占股份總額5%。被付懲戒人後自行辭去監察人職

務，於同年11月 18日經臺北市政府核准變更登記。又查被付懲戒人曾填具「基隆

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人員在外兼職兼課情形調查表」，表示知悉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 

(二)茲據被付懲戒人109年 1月 6日書面說明略以，其因一時不察疏忽，於108年 2月

20 日起掛名該公司監察人，於同年 10 月驚覺問題後，立即要求辦理變更作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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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 1日取消掛名。並表示其自102年 10月起至本府綜合發展處（前研考處）

任職，所辦理業務為管制考核、為民服務等事項，與該公司執行之營業項目無涉，

且擔任該公司監察人期間未實際參與經營且未支領報酬，並出具該公司108年度各

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及申報單位月所得清冊。 

(三) 被付懲戒人前揭行為，本府於109年 2月 13日召開第1次考績委員會會議審議，

衡酌被付懲戒人書面說明並綜合相關證據後，認定其擔任中磊公司監察人職務，屬

銓敘部104年 8月 6日部法一字第0000000000號函所訂之兼任樣態序號（七）：「知

悉並掛名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惟未實際參與經營及未支領報酬。」

上述行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之規定，甚為

明確。 

二、綜上，被付懲戒人所為核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所定違法應予懲戒事由，爰依同法

第24條規定，移請貴會審理。 

三、證據（均影本在卷）： 

  1.銓敘部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108年查核資料。 

  2.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3.基隆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人員在外兼職兼課情形調查表。 

  4.被付懲戒人書面說明。 

  5.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磊公司108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 

  6.基隆市政府109年第1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錄。 

  7.銓敘部104年 8月 6日部法一字第0000000000號函。 

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其係一時疏忽而掛名擔任中磊公司監察人，於掛名期間從未 

    參與經營，亦未支領報酬。 

二、其公職業務為管制考核、為民服務等事項，與中磊公司營業 

    項目並無關聯，且於服務機關查核通知前，業已自行辭去監 

    察人職務，深切檢討反省，請予不受懲戒或從輕懲戒之處分 

    。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賴穗美自100年 2月 15日起任職於基隆市政府，現擔任科長職務。其自

108年 3月 19日起擔任中磊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磊公司）監察人職務，

惟未實際參與該公司之經營，亦未取得該公司給付之報酬，迄於同年11月 18日自

行辭去監察人職務，經臺北市政府核准變更登記。被付懲戒人服務機關嗣依銓敘部

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查核結果，發現被付懲戒人具中磊公司監察人身分，而得悉上

情。被付懲戒人於上開任職期間兼任中磊公司監察人職務，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3

條第1項前段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 

二、上開事實，有基隆市政府移送函所附1.銓敘部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108年查核資料。

2.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3.基隆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人員在外兼職

兼課情形調查表。4.被付懲戒人書面說明。5.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中磊公司108年度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6.基隆市政府109年第 1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

錄。7.銓敘部104年 8月 6日部法一字第0000000000號函等影本在卷可稽，亦為被

付懲戒人於其服務機關調查時及提出於本會之答辯書中所是承，其於服公職期間，

兼任中磊公司監察人，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至其所稱未實際

參與經營亦未支領報酬，於服務機關查核通知前，業自行辭任上開兼職，僅可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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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輕重之參考，尚難執為免責之論據，其違法事證，已臻明確。 

三、按「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

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

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者，不在此限。」為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所明定。該規定旨在防杜公務員利

用職務營私舞弊，有辱官箴，影響公務及社會風氣。此立法意旨係以公務員兼職即

有影響公務及社會風氣之虞，不以具體發生營私舞弊結果為必要。核被付懲戒人所

為，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前段所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之旨。其行為

成立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非職務上之違法行為，且足使民眾對公務員有不

專心公務、國家公務紀律鬆散之不良觀感，致嚴重損害政府信譽，自應受懲戒。又

就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與被付懲戒人於本會所提答辯書，已足認本件事證明確，爰

審酌被付懲戒人知悉並登記為上開公司監察人，所為足以損及政府信譽，惟未實際

參與經營，亦未支領報酬，以及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列各款等一切情狀，不經言

詞辯論逕為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據上論結，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 46 條第 1項但書、第 55 條前段、第 2條第 2款及第 9

條第1項第9款，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4 月 2 3 日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第二庭 

                       審判長委  員  吳景源 

                             委  員  張清埤 

                             委  員  呂丹玉 

                             委  員  蘇振堂 

                             委  員  黃梅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4 月 2 3 日 

                             書記官  陳玲憶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8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025934A號 

主旨：檢送本市106年度安樂區及108年度暖暖區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土地重測結果圖冊

(含地籍公告圖、地籍調查表及重測各種清冊)，陳列於本市地政事務所供閱覽公

告文1份，請惠予協助張貼公告，請查照。 

說明：依據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99條至203條等有關規

定辦理。 

正本：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基隆市安樂區公所(2份，請協助轉交內寮里辦公處)、基隆市

暖暖區公所(2份，請協助轉交碇和里辦公處)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聯合服務中心(請協助張貼本府

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處、本府地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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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8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025934B號 

主旨：公告本市106年度安樂區及108年度暖暖區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土地重測結果圖冊

(含地籍公告圖、地籍調查表及重測各種清冊)，陳列於基隆市地政事務所供閱覽。 

依據：土地法第46條之1至第46條之3、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99條至203條。 

公告事項：  

一、重測土地地號：大武崙段內寮小段486-19地號、大武崙段武崙小段9、9-1地號及

碇內段碇內小段279-4、280-2地號等5筆土地。 

二、公告期間：自109年5月11日至109年6月10日止，30日。 

三、請土地所有權人於公告期間，攜帶重測結果通知書、國民身分證、私章等，前往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測量課(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64號，電話：

02-24324001)閱覽重測結果。 

四、土地所有權人如認為重測結果有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依照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規定，以書面提出異議(可向地政事務所免費索用)，向基隆市地政事務所繳費

申請複丈，逾期不受理。重測期間未依地政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設立界標或到

場指界者，依土地法第46條之3規定，不得申請異議複丈。 

五、重測結果公告期滿土地所有權人無異議者，即屬確定。地政機關據以辦理土地標

示變更登記後，將登記結果，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換發權利書狀。 

六、地籍圖重測經公告期滿確定後，登記機關不再受理重測前地籍圖複丈。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090370053A號 

主旨：「基隆市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業經本府於中華民國109年5月

20日以基府產動貳字第1090370053B號公告修正，茲檢送公告(含附件)1份，請惠

予張貼公告週知，請查照。 

正本：本市各區公所、基隆市農會、基隆市獸醫師公會、本市養畜禽戶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

分局、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臺北市動物保護處、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處、

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臺

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彰化縣動物防疫所、南投縣家畜疾病防治所、雲林縣動植

物防疫所、嘉義縣家畜疾病防治所、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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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動物防疫所、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花蓮縣動植物防疫所、臺東縣動物防

疫所、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金門縣動植物防疫所、嘉義市政府、連江縣政府、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請刊登公報)、聯合服務中心(請

張貼於本府公告欄)、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090370053B號 

主旨：修正「基隆市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 H5、H7 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 

109.5.19 
一、 本措施適用於本市轄內家禽畜牧場、依畜牧法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辦理畜禽飼養登

記之畜禽飼養場(以下簡稱飼養場)及其他家禽飼養場所(以下簡稱飼養場所)。 

二、 本措施用詞，定義如下： 

（一） 禽場：指飼養家禽之畜牧場、飼養場及飼養場所。但不包括已停業，且

事實上無飼養家禽者。 

（二） 陸禽場：指飼養雞、火雞及鵪鶉之禽場。但不包括放山雞場、放牧蛋雞

場及鴕鳥場。 

（三） 放山雞場：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禽場： 

1、 畜牧場登記證書所記載之飼養種類為放山雞之畜牧場。 

2、 畜禽飼養登記證所記載之飼養種類為放山雞之飼養場。 

3、 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雞飼養場所： 

（1） 放牧面積為禽舍面積之二倍以上。 

（2） 飼養達十四週齡以上始上市。 

（3） 飼養過程全程不修喙(不剪嘴）。但飼養之放山雞為鬥雞者，

不在此限。 

（四） 放牧蛋雞場：指符合雞蛋友善生產系統定義及指南第四點所定放牧雞蛋

友善生產系統之設施，並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禽場： 

1、 畜牧場登記證書所記載之飼養種類為蛋雞之畜牧場。 

2、 畜禽飼養登記證所記載之飼養種類為蛋雞之飼養場。 

3、 前二目以外，飼養蛋雞之禽場。 

（五） 鴕鳥場：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禽場： 

1、 畜牧場登記證書所記載之飼養種類為鴕鳥之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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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畜禽飼養登記證所記載之飼養種類為鴕鳥之飼養場。 

3、 前二目以外，飼養鴕鳥之禽場。 

（六） 水禽場：指飼養鴨、鵝之禽場。 

（七） 密閉式、非開放式：指具備遮蔽物或頂棚，以及足以將外界禽鳥及其排

遺隔絕在外設施之式樣。 

（八） 防鳥設施：指包圍之圍網或其他足以將外界禽鳥隔絕在外之設施。 

（九） 案例場：指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發生 H5、H7 亞型家禽流

行性感冒之禽場。 

（十） 一般場：案例場以外，未發生H5、H7亞型家禽流行性感冒之禽場。 

三、 家禽飼養應符合之生物安全條件： 

（一） 陸禽場：家禽飼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式或具防鳥設施之禽舍內。 

（二） 放山雞場及放牧蛋雞場： 

1. 案例場應於申請復養日起三個月內，將雞隻飼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

式或具防鳥設施之禽舍內，並予維持。 

2. 一般場應符合下列事項： 

（1） 雞舍為密閉式或非開放式或具防鳥設施。 

（2） 三十五日齡以下之育雛期，飼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式或具防

鳥設施之雞舍；超過三十五日齡始開放至停棲場或運動場運

動。 

（3） 位於停棲場或運動場之採食區及供水系統，採非開放式（具

圍網及遮蔽物避免野鳥糞便掉落）設計，並加設雞隻進出閘

門。 

（4） 全場雞隻採統進統出，自開始抓(賣)雞當日起，應於五日以

內出清，並確實記錄進出場雞隻數量。 

（三） 鴕鳥場： 

1. 三十日齡以下之育雛期，飼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式或具防鳥設施之

禽舍；超過三十日齡始開放至停棲場或運動場運動。 

2. 位於停棲場或運動場之採食區及供水系統，採非開放式（具圍網及

遮蔽物避免野鳥糞便掉落）設計。 

（四） 水禽場： 

1. 案例場應於申請復養日起三個月內，將水禽飼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

式之禽舍內，並予維持。 

2. 一般場應符合下列事項： 

（1） 育雛期二十一日齡以下之鴨隻及二十四日齡以下之鵝隻，應

飼養於密閉式或非開放式之禽舍。 

（2） 場內飼料桶應採密閉式，採食區應採非開放式（具圍網及遮

蔽物避免野鳥糞便掉落）之設計，並加設水禽進出閘門；採

食儘可能避開候、留、野鳥覓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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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場水禽採統進統出。 

四、禽場出入口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設有人員消毒槽等清洗消毒設施與噴霧消毒設備，供進、出之人員、

車輛、器械、機具、蛋箱、禽籠等載具及其他物品清洗消毒。 

（二） 人員進出場區應更換工作服、鞋，或使用拋棄式防護衣物及鞋套。 

五、場區及禽舍周圍環境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場區內辦公室及禽舍等出入口，應設有清洗消毒設施，供人員進出清

潔及消毒使用，並每日或視使用情形定期更換或調整。 

（二） 飼料車、運禽（蛋）車及化製車於場區或禽舍周圍行經區域，應立即

消毒。 

（三） 保持清潔，定期消毒、驅除野鼠、蒼蠅及其他病媒。 

（四） 防止野生動物侵入禽舍。 

（五） 場區內設置消毒設施，全場區及禽舍每日或定期消毒，並得視疫情風

險機動調整消毒週期。但每星期三應執行全國同步擴大消毒。 

（六） 禽隻屍體應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三

項及相關規定，以燒燬、掩埋、化製、消毒或其他適當方式為之，不

得銷售、轉讓或任意棄置，儲放死禽設施或相關場所並應每日消毒。 

六、禽舍空出時，應澈底洗刷乾淨、消毒及空置十四日以上，並於飼養前再消毒一次，

始得再引進家禽飼養。 

七、依前三點規定消毒所使用之消毒劑，應依病原之特性，選擇有效之消毒劑種類及稀

釋倍數正確使用，並依標籤仿單配製有效濃度。 

八、禽場應設置「畜牧場衛生管理工作紀錄簿」，每日記錄下列事項，並經執業獸醫師確

認簽章，以供動物防疫人員隨時查閱： 

（一） 進出場禽隻數量。 

（二） 家禽健康及預防接種情形。 

（三） 消毒劑種類、禽蛋燻蒸情形。 

（四） 第四點至第六點所定措施執行情形。 

九、違反第三點至前點所定措施之一者，依本條例第四十五條第四款規定，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未來因禽流感遭撲殺之動物及銷燬之物品，依本條例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不予補

償。 

十、動物所有人、管理人或第八點所定執業獸醫師，發現動物因罹患或疑患動物傳染病

或病因不明而死亡時，應向動物防疫機關報告，並依動物防疫人員之指導，進行必

要處置。動物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者，依本條例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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