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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清壹字第1100360209A號 

主旨：廢止「基隆市占用道路廢棄車輛拖吊作業辦法」。 

說明：  

一、本辦法業經本府109年12月8日第1878次市務會議決議廢止。 

二、檢附廢止令一份。 

正本：基隆市議會、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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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查詢網)、本府服務中心(請

張貼本府公布欄)、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清壹字第1100360209B號 

廢止「基隆市占用道路廢棄車輛拖吊作業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前壹字第1100213659A號 

主旨：發布「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於本府110年3月16日第1890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s://www.kl.edu.tw/v7/edu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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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前壹字第1100213659B號 

發布「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 

  附「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設立辦法 

中國民國110年4月7日基府教前壹字第1100213659B號令發布全文共15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供所屬學校（含幼兒園）專任教師及代理

教師（以下簡稱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以下簡稱支持服務），應設教師諮

商輔導支持中心(以下簡稱教師支持中心)，或委託設有諮商輔導相關科系、

所、學位學程之專科以上公立學校辦理。 

校長及教保員準用本辦法規定。 

第三條   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教師支持中心不提供支持服務：  

一、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之校園性別事件行為人。 

二、 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屬實之校園霸凌事件行為人。 

三、 進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處理程序中之教師。 

第四條   本辦法所定支持服務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 規劃並提供教師心靈成長課程。 

二、 建置及維護教師諮詢專線，並以電話協談、個案討論、轉介、提供資

訊等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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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個別諮商或個別輔導方式，透過對話，協助教師自我覺察與統整，

解決教師心理困擾，增進教師心理健康。 

四、 以團體諮商或工作坊方式，透過不同議題探討，幫助教師自我覺察及

統整，紓解教師工作壓力，增進教師心理健康。 

五、 提供專業心理諮詢、諮商輔導，協助教師因應校園危機導致之心理衝

擊，安頓教師身心。 

六、 其他支持服務。 

第五條   教師支持中心聘請學者專家、精神科醫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社會

工作師(以下簡稱專業人員)，提供支持服務。  

  聘請前項專業人員所需費用，得比照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教師諮商輔導支持服務要點之經費補助基準表支給。 

第六條   教師得向教師支持中心申請支持服務；本府所屬學校（含幼兒園）經教師同

意後，得協助申請教師支持中心之支持服務。 

  教師申請第四條第二款至第六款支持服務者，專業人員應先告知相關權利及

保密規定。  

  教師申請第四條第三款至第六款支持服務者，應簽署同意書。 

第七條   教師支持中心對於申請支持服務之教師不提供任何證明書或診斷書。  

  教師支持中心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 

  精神科醫師對於申請支持服務之教師應以諮詢、評估與轉介為主，不得進行

任何醫療行為。 

第八條   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教師第四條第三款支持服務，以每人每年五次為限。但有

特殊狀況者，經專業人員評估及教師支持中心認定後，得增加至八次。  

  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教師第四條第四款支持服務，以每人每年參與一個團體諮

商輔導為原則。 

第九條   教師支持中心得與下列機關(單位)、學校、機構合作運用相關設施、設備或

場地： 

一、 本府所屬學校（含幼兒園）、機關(單位)或機構。 

二、 其他具諮商輔導相關單位或系、所之大專校院。 

三、 公、私立醫療機構、心理諮商所或心理治療所。 

第十條   教師支持中心提供支持服務之相關工作人員，包括學者專家、精神科醫師、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行政人員、業務佐理人員或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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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支持中心職務之人員。 

         前項工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 ，不得洩

漏。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為避免緊急危難之處置，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教師諮商輔導資料或紀錄蒐集、處理及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理之關聯。 

           前項資料或紀錄得以書面或電子儲存媒體資料保存，並應自服務結束後保存

十年；其以電子儲存媒體儲存者，必要時得採電子簽章或加密方式處理之。 

           已逾保存年限之相關紀錄及資料，應定期銷毀，以每年一次為原則。 

第十二條 本府及所屬學校（含幼兒園）不得因教師接受教師支持中心提供之支持服

務，就其工作、成績考核及其他相關權益為差別待遇。 

第十三條  本府所屬學校（含幼兒園）應與教師支持中心密切合作，不定期辦理宣導

活動並公告教師支持服務之資訊，鼓勵教師利用相關資源。 

第十四條  本府對推動支持服務相關工作著有績效之人員，應予以獎勵，並列入年度

考核之參據。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警防壹字第1100310048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發布令乙份，請查照。 

說明：本案業經本府110年3月30日第1892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登載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基隆市消防局、

基隆市警察局 

副本：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警防壹字第1100310048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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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基隆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 

                                 中華民國89年3月15日基府警字第020696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2年7月9日府授警保壹字第1020071127B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10年4月22日府授警防壹字第1100310048B號令發布修正第1條  

                                    至第3條、第5條至第10條、第12條至第23條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基隆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增進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義勇人員之互

助，特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福利互助業務，以本市警察局及消防局為主管機關，並共同組成

福利互助委員會(以下簡稱互助會)辦理之，其組織法規另定之。 
 
第  二  章  互助人、受益人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義勇人員，指義勇警察人員、交通義勇警察人員、義勇消防人

員及民防人員之幹部與隊員。 

            義勇人員均為互助會之互助人。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受益人，除互助人本人喪葬互助外，均為互助人本人。 
第  五  條 互助人本人喪葬互助金之受益人，其順序如下： 
        一、配偶。 
        二、子女。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前項受益人同一順序有數人時，喪葬互助金平均分配之。 
第  六  條 互助人喪葬互助金無前條所定之受益人時，依下列順序具領： 

一、互助人生前指定之人。 
二、互助人所參加之互助機關。 
 

  第  三  章  互助之參加、退隊及停止 
第  七  條 義勇人員辦妥參加互助手續後，由參加互助機關造具名冊，檢同互助資

料卡送互助會。 
第  八  條 義勇人員新參加、退隊或死亡者，其參加或退出互助會，以事實發生之日

起生效。 
            前項義勇人員當年度之互助金應全額繳納。 
第  九  條 互助人退出或停止互助時，已繳之互助金不予退還。 
      前項所稱停止互助，指因案在監服刑或服勤考核不佳等因素，經處分勒

令退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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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互助經費之籌措 、保管及運用 
第  十  條 福利互助經費之籌措方式如下： 
       一、主管機關補助部份：互助人每人每年補助互助金新臺幣（以下同）

六百元。 
       二、互助人負擔部份：互助人每人每年繳納互助金二百元。 
       三、互助金孳息收入。 
       前項福利互助經費，由互助會設立專戶保管應用。 
第 十 一條 參加互助機關應按月將新編、退隊或停止互助之互助人，造具異動月報

表，連同資料卡、申請書及互助會收支明細表，於次月五日前送互助會。 
 
第  五  章  互助事項及補助標準 
第 十 二條 福利互助項目如下： 

一、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 
       二、失能互助。 
       三、喪葬互助。 
       四、退隊互助。 
       前項第一款所稱重大傷病，由主管機關認定之;第二款所稱失能，比照公

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認定之。 
第 十 三條 福利互助金給付標準如下： 

一、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人本人因重大傷病住院者，給付醫療費用

百分之七十，全年給付總額以一萬元為限，並以出院日所屬年度合

計之。 
       二、失能互助：互助人本人全失能者，給付二萬元，半失能者，給付一

萬五千元，部分失能者，給付一萬元。 
       三、喪葬互助：互助人本人死亡者，給付四萬元，父母、配偶死亡者，

給付一萬元，受撫養之子女死亡者，給付五千元。 
       四、退隊互助：互助人參加互助期間滿三年者，給付五百元，超過三年

者，每增一年加給二百元。但經處分勒令退隊者，不予給付。 
        前項第三款所稱父母、配偶及受撫養之子女，以居住在國內並設有戶籍者

為限；所稱受撫養之子女，指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歲而在學無職業或

身體失能、精神障礙不能自謀生活，必須仰賴互助人撫養，經學校或公

立醫療院所證明者。 
第 十 四條 互助人因執行任務致受傷者，給付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醫療費全額，但全

年給付總額以一萬元為限。 

            互助人因執行任務致失能或死亡者，給付前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給付

金額之四倍。 

 

第  六  章  互助金之申請及限制 
第 十 五條 申請各項互助金，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一式二份，連同有關證件，送請

參加互助機關初審，轉報主管機關複審，經查明屬實後，由互助會依程

序辦理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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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六條 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以住於公立醫療機構或公保、健保、勞保指定之

醫療院所者為限。但車禍、急診、開刀、腦溢血及其他須急救之重大傷病，

得就近送由私立醫療院所急救治療，急救七日內之自費醫療費用，不在此

限 
 第 十 七條 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所住病房最高給付以每日四百元為限。 

伙食、指定醫師、特別護士、冷暖氣、陪床、醫師助理、診斷書、掛號等

費用，全部由互助人自行負擔。輸血費用，除因大手術及外傷等嚴重之組

織損傷或失血而有生命危險者外，應由互助人自行負擔。 

第 十 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得申請重大傷病住院醫療互助金： 
            一、整形、整容、自殺、非意外事故及非疾病施行手術。 
            二、已享有免費醫療或其它有關補助。 
            三、因犯罪或其它不正當行為而致傷病。 
            四、因傷病致失能，經領取失能給付後，以同一傷病再申請診療。 
第十九 條 兄弟姐妹同為互助人者，父母發生互助事實時，互助金以兄弟姐妹中之ㄧ

人申請為限。 

配偶同為互助人者，其配偶、本人或子女發生互助事實 時，互助金以配

偶之ㄧ人申請為限。 
     子女與父母同為互助人者，其父母或本人發生互助事實時，互助金以子女

或父母之ㄧ人申請為限。 
第二十 條  申請各項互助金，應於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六個月內申請，重大傷病住院

醫療互助者，自出院次日起算。 
第二十一條 各項互助金申請人有冒領、重領或偽造、變造證件、單據等情事者，應撤

銷互助金給付之處分，已領取之互助金應以書面命其限期返還。 
 
第  七 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發壹字第1100330113A號 

主旨：廢止「基隆市社區營造推動文化產業及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補助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本辦法業經本府110年3月23日第1891次市務會議決議廢止。 

二、檢附廢止令一份。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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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並登錄法規查詢網)、本府服務中心(請張

貼本府公布欄)、基隆市文化局文化發展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發壹字第1100330113B號 

廢止「基隆市社區營造推動文化產業及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補助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體壹字第1100217363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立棒球場使用管理辦法」發布令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業於110年3月23日本府第1891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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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體壹字第1100217363B號 

修正「基隆市立棒球場使用管理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立棒球場使用管理辦法」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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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棒球場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1年 4月 16日基府教體貳字第 1010154064B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26日基府教體壹字第 1100217363B號令發布修正全文 19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基隆市立棒球場（以下簡稱本球場）開放地點為基隆市基金一路一二九巷一號。 

本球場開放時間為八時至十七時三十分。 

第三條 使用本球場辦理活動者，應於使用日十日前向基隆市立體育場（以下簡稱體育

場）提出申請，經核准並繳納各項規費後，始得使用。 

申請使用本球場辦理活動，需出售門票（券）或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

可者，另應檢附各項核准文件。 

申請人為機關、學校或團體者，其申請應以函行之。 

第四條  申請使用本球場辦理活動者，應檢附活動計畫書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主辦單位名稱、地址及聯絡方式。 

二、 活動內容、目的、時間、參加人數及對象。 

三、 場地配置及布置、公共安全管理、清潔維護或其他必要之說明。 

四、 活動出售門票（券）者，應載明發行單位、發行數量及種類、 

    票券金額、發售方式及退費規定。 

第五條 本球場申請使用期間，每次至多為十五日。 

使用期間需延長者，應於期間屆滿前三日，申請辦理展延，展延次數以一次為

限，不得逾五日。但申請展延期間，另有他人提出申請，體育場得駁回之。 

第六條 本球場每日分上、下午兩場次開放供申請使用。八時至十二時為上午場次；十

三時至十七時為下午場次。 

使用本球場每場次應繳交場地使用費新臺幣二千元；並應預繳場地保證金新臺

幣五千元；使用時間未滿一場次者，以一場次計。 

使用本球場辦理活動並發售門票(券)者，另應繳交發售票券金額收入百分之十

為場地管理費；並應預繳印發門票(券)總金額百分之十為場地保證金。 

前二項場地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依規定回復原狀，且無其他扣抵保證金之

9 
 
 
 



情事後，無息發還。 

第七條  經體育場核准使用本球場者，申請人應於通知期限內，繳納各項規費及保證金；

屆期未繳納者，視為放棄使用場地之權利。 

第八條  申請人於場地使用完畢後應回復原狀。未回復原狀者，體育場得代為履行，所

清除或拆除之物，視同廢棄物處理。 

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造成本球場設施或設備損壞，經體育場修復或重置

後所支出之費用，應由申請人賠償。 

前二項回復原狀及賠償所需費用，體育場得自申請人繳交之場地保證金中扣

抵，若有不足，應向申請人追償。 

第九條  使用本球場舉辦下列活動、訓練或比賽時，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辦之棒、壘球比賽及活動。 

二、基隆市體育會所屬棒、壘球委員會所主辦，未出售門票（券）之棒、壘

球比賽及活動。 

三、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參加棒、壘球比賽之代表隊集訓練習。 

四、經本府審核通過之本市各級學校參加棒、壘球比賽代表隊集訓練習。 

五、本市學生棒球運動聯賽工作小組所主辦之棒球比賽及活動。 

第十條  使用本球場場地以張貼海報、懸掛看板或其他類似方式進行廣告宣傳，並向他

人收取廣告費者，體育場按廣告費收入百分之十向申請人收取使用費。 

第十一條  每年九月九日為國民體育日，使用本球場得免收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場地使

用費。但應依第三條規定事先提出申請。 

第十二條  使用本球場有張貼海報、看板或進行活動會場布置必要者，應事先經體育場

同意。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本球場者，因故無法使用或有變更使用日期情事，應於原核准使

用日四日前，向體育場提出申請退費或變更日期。 

前項申請變更之日期，另由體育場排定。 

第一項申請逾規定期限者，除有第十六條規定情形外，不予受理，已繳交場

地使用費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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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日期變更致應收取之各項規費及保證金數額有增減時，其差額應由體育

場補收取或退還。 

第十四條 未於體育場核准時間使用本球場者，已繳交之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但因不

可抗力致無法使用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申請使用本球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駁回其申請；已核准者，得廢止許可；

已使用者，得令其停止使用： 

一、活動內容有違背法令或有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虞。 

二、活動內容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三、活動內容損害場地或設施。 

四、未經體育場核准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五、活動內容與原申請使用目的不符。 

     六、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經勸組無效。 

     已使用本球場經依前項規定廢止許可或停止使用者，除場地保證金依第六條

第四項規定發還外，已收取之使用規費不予退還。 

第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球場停止開放，並通知已核准使用之申請人，變更使

用日期： 

     一、經本府或體育場指定辦理大型活動。 

     二、遇雨積水泥濘或設備缺損，不宜繼續使用。 

第十七條 進入本球場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隨地吐痰、便溺或拋擲瓶罐、果皮、紙屑等廢棄物。 

二、不得吸煙、酗酒或嚼檳榔。 

三、不得有危及他人身體安全之行為。 

四、不得有故意破壞本球場設施或設備之行為。 

五、不得將本球場之體育器材攜出場外使用。 

六、不得在場內設立臨時車輛保管或販賣部。 

七、禁止牽放狗及其他牲畜或攜帶危險物品進入場內。但協助身心障礙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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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犬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第四款、第五款規定，損壞本球場設施或設備者，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十八條 依本辦法規定收取之各項規費，悉數解繳公庫。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治壹字第1100228143A號 

主旨：廢止「基隆市政府對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內部控管機制作業規則」，請

查照。 

說明：  

一、本規則業經本府110年5月25日第1899次市務會議決議廢止。 

二、檢附廢止令一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基隆市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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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本府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本府民政處自治事業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治壹字第1100228143B號 

廢止「基隆市政府對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內部控管機制作業規則」。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交管壹字第1100228731A號 

主旨：發布修正「基隆市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費率標準」，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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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旨揭標準業經本府110年6月1日第1900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令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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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載於政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交管壹字第1100228731B號 

發布修正「基隆市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費率標準」。 

附修正「基隆市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費率標準」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公有公共停車場收費費率標準 

中華民國 98年 9月 23日基府交管壹字第 0980161401B 號訂定發布全文 7 條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28日基府交管壹字第 1100228731B號令修正第 2條、第 6條及第 7條，刪除
第 5條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停車場法第三十一條及基隆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五條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本標準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交通處。 

第 三 條 

本標準適用範圍為納入收費管理之路邊停車場及公有路外停車場（以下簡稱停車場）。

第 四 條 

停車場收費費率標準如附表。 

第 五 條 

停車場所在地區之停車需求及停車場使用情形，本府每年應調查檢討一次。 

前項調查結果，如收費時間內平均每小時停車數高於收費停車位總數之百分之八十或低

於百分之五十時，得據以提高或降低費率種類。 

第 六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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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公有公共停車場費率種類 

 
費率 計時(單位： 

元／每時) 

計次(單位： 

元／每次) 
備             註 

甲 60 180 一、 本市公有公共停車場費率種類，分為甲、

乙、丙、丁、戊及己六種，並依各停車場

公告據以執行。 

二、 本表己種費率適用於除大型重型機車外

之機車，餘各種類費率均適用於小型客貨

車輛，大型客貨車輛應加倍計收。(依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條之規定區分) 

三、 路邊停車場計時收費，未滿半小時以半小

時計算。 

路外停車場計時收費，停車時數未滿一小

時者，以一小時計算收費。停車時數逾一

小時以上，其超過之不滿一小時部分，如

不逾三十分鐘者，以一小時之半價計算收

費；如逾三十分鐘者，仍以一小時計算收

費。 

計次停車係以當日為限，每一車輛入場一

次計算。 

四、 停車月票限路外停車場採用，按計時費率

乘三十天乘四小時計算收費；計次收費不

出售月票（機車除外）。 
五、 排氣量逾二百五十立方公分之大型重型

機車停放於路邊停車場或路外停車場之

汽車格位，每輛比照同路段或該場公告之

汽車停車費率種類計收停車費。(依據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 條第 6 項及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90條規

定) 

六、 本表係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乙 50 150 

丙 40 120 

丁 30 90 

戊 20 60 

己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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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6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前壹字第1100213461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1份，並自即

日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修正規定業經本府110年3月2日第1888次市務會議通過。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s://www.kl.edu.tw/v7/eduweb/)/ 

      法令規章/教育單行法下載。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人事處、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林處長祝里、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杜簡任秘書國正、基隆市政府

教育處陳副處長淑貞、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李督學瑞彬、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郭督學

佳雯、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陳督學怜伶、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建科、本府教育處課程

教學科、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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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94年 7月 4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0940072776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 94年 12月 30日 基府教學貳字第 094014877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7年 6月 25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097013316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4月 6日基府教前壹字第 1100213461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11點刪除第 12點、第 13點 
 

一、 本補充規定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訂定

之。 

二、 本補充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 長期代理教師：指經公開甄選擔任代理教師連續三個月以上，其待遇按月支給

者。 

(二) 短期代理教師：指擔任代理教師未滿三個月，其待遇按日支給者。 

(三) 長期代課教師：指經公開甄選擔任代課教師連續三個月以上，其待遇按實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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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核支鐘點費者。 

(四) 短期代課教師：指擔任代課教師未滿三個月，其待遇按實際授課核支鐘點費者。 

(五) 懸缺：法定編制教師員額未補實或員額控留之缺額。 

(六) 公假缺：編制內專任教師依教師請假規則請公假期間所遺缺額。 

(七) 延長病假缺：編制內專任教師依教師請假規則請延長病假期間所遺缺額。 

(八) 留職停薪缺：編制內專任教師依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申請留職停薪期間所遺

缺額。 

(九) 專案增置員額：中央或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專案計畫核定之增置教師

員額。 

三、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約，由基隆市政府所屬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在不違反有

關法令規定原則下，依實際需要自行訂定。 

長期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期，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逾下列期限： 

(一) 懸缺：每學年度開學前三日至翌年七月一日止；於二月一日產生之教師缺額，

自每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前三日起至翌年七月一日止。 

(二) 公假缺、留職停薪缺：依該缺額實際出缺期間聘任。 

(三) 延長病假缺：依該缺額實際出缺期間聘任。但延長病假前連續以事假抵銷及請

畢休、病假之期間，視為病假，得合併計算為出缺期間。 

(四) 專案增置員額：依中央或本府核定之計畫及經費規定。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聘期，不得超過該學年度。 

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聘期自每學年度八月一日至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代理教師暑假期間有全時任務報經本府同意者，聘期自每學年度八月一日至翌年七

月三十一日止。 

短期代理教師、代課教師、兼任教師，其聘期依實際授課期間訂之。 

四、代理教師應專任，不得在校外為學生收費補習，亦不得誘使或以他法使學生參加校

外補習；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 

五、校內現職教師每週兼任（超時授課）或代課節數，除另有規定外，國民中小學兼任

（超時授課）不超過六節，代課不超過五節，兼任（超時授課）及代課併計不超過

九節；市屬高級中學兼任(超時授課)及代課併計不超過九節。但課程不可分割或特

殊情形報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兼任（超時授課）或代課時數，校內、外應合併計算。在本校及附設補校兼課合併

時數以不超過九節為原則。 

    前二項規定，於學校校長、代理教師在原校兼任（超時授課）或代課時，準用之。 

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應授滿其每週最高基本授課節數後，始得按實際兼、代課節

數發給鐘點費。 

    代理教師代理導師職務按代理日數支給導師費，導師時間及午餐時間不得另支鐘點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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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兼任及代課教師之鐘點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據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

點費支給基準支給之。 

八、代理教師之待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據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支給基準支給之。 

九、代理教師之差勤管理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給假比照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並採學年制。 

代理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始有慰勞假之適用，其慰勞假之核給及年資併計等事項，

比照教師請假規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十、各校聘任長期代課及代理教師，應於聘書、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註明代課或代理之

性質。並載明「聘期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但代理（課）原因消失

時，則提前終止聘約」。 

前項離職或服務證明文件，亦應載明代課期間以鐘點費計資或以日薪計資，服務起

迄期間、成績是否優良及是否曾經公開甄選進用。 

十一、市立幼兒園及國小附設幼兒園準用本補充規定。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救壹字第1100219505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乙份，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

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0年4月20日第1895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基隆市政府各單位、本府所屬機關、基隆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基隆市公私協力

西定托嬰中心、基隆市公私協力安樂托嬰中心、基隆市中正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基隆市私立聖堡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聖堡信義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聖堡新豐

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自立貝比托嬰中心、基隆市私立幸福日光托嬰中心、基隆

市私立維妮爾托嬰中心、基隆安樂親子館、基隆七堵親子館、基隆西定親子館、

基隆暖暖親子館、基隆仁愛親子館、基隆祖孫館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社會處婦幼及救

助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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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26日基府社福貳字第 1010182829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24日基府社福貳字第 1040210685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5月 7日基府社救壹字第 1100219505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9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居家式、托嬰中心及社

區公共托育家園托育服務品質，特設基隆市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任務如下： 

（一） 審議居家式托育服務、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收退費項目及基準。 

（二） 審議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托育人員薪資及管理督導機制。 

(三) 其他促進居家式、托嬰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托育服務管理之相關事項。 

三、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府秘

書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分別聘(派)兼之： 

（一） 幼兒保育、幼兒教育、兒童福利、社會工作、法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三

名。 

（二） 本市轄區內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代表一名。 

(三) 本市轄區內家長代表二名。 

(四) 婦女或兒童福利團體代表一名。 

(五) 本市轄區內居家托育員代表二名。 

(六) 托育機構業者代表一名。 

(七) 本府單位代表五名。 

前項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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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本府得補行聘(派)兼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 本會會議每半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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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一人代理；未指定者，由出

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機關兼任之委員，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外，無

法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六、 本會應有全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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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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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八、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婦幼及救助科科長兼任，綜理本會業務；置

工作人員二人，由本府社會處婦幼及救助科承辦人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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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國壹字第1100221216號 

主旨：檢送訂定「基隆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招生班級數核定作業要點」1份，並自即日起實

施，請查照。 

說明： 

一、 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0年4月27日第1896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 本案電子檔得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s://www.klcg.gov.tw)─法令規

章─教育單行法下載。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含基隆市各市立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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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招生班級數核定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2 日基府教國壹字第 1100221216 號函頒全文 9 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核定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之招生班

級數，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每學年度申請招生之普通班總班級數，以不超過前一學年度之畢業總班級數為

原則。 

三、學校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申請調整招生學年度之普通班班級數： 

㈠ 符合社區資源及地方產業需求。 

㈡ 現有教師專長足以擔任調整班級數後之教學，或教師員額編制尚有餘額，可聘

任調整班級數後之教師，未造成科目教師超額或專長不符情形。 

㈢ 有足夠校地面積、教室、專科教室及實驗室等場所，可供調整班級數後之教學

使用。 

四、學校申請招生班級數，有下列情形之一，列入核減招生學年度普通班班級數參考： 

㈠ 前一學年度招生有未成班情形。 

㈡ 前一學年度招生人數普通班平均每班未達二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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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班級數經核減時，學校得提出寄存班級申請，一年至多一班。 

  本府應成立輔導小組，就前項學校進行輔導。 

    經核准之寄存班級，寄存期間以一年為限。學校經輔導小組輔導後，於下一學年度

招生滿額者，得於次一學年度恢復原寄存之班級。 

   學校經核減班級數後，同一年級各類班級僅有二班以下者，該年級應予停招。 

五、學校普通班連續三年招生滿額者，得申請增加校內招生學年度之普通班班級數，不

受第二點規定之限制。 

六、學校申請招生學年度之普通班班級數，應經學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於招生學年度

前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函報本府核辦。 

七、本府應於招生學年度前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前，核定學校招生班級數並通知學校。學

校應依本府核定之班級數，辦理該學年度招生作業。 

前項核定作業，由本府組成審核小組進行之。 

八、體育班、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班、藝術才能班與特殊教育班之招生班級數調整，另依

各該相關規定辦理。 

九、學校附設國中部之班級數核定，應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

制準則規定辦理。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基府主會壹字第1100221407號 

主旨：有關「基隆市政府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設置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

查照。 

說明：旨揭廢止案業經本府110年4月27日第1896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基隆市議會會計室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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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會審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工壹字第1100223217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約聘社會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0年5月4日第1897次市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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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附「基隆市政府約聘社會工作人員管理要點」1份。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本府各處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系統)、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

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約聘社會工作人員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日基府社工貳字第 1010143537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17日基府社工貳字第 102015421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2日基府社工壹字第 1100223217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9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約聘社會工作人員之遴用、敘薪及績效考評，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社會工作人員分為社會工作督導員(以下簡稱社工督導)、社會工作員(以

下簡稱社工員)，並依業務性質分為一般性及保護性二類。 

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員之認定及應備資格條件，依保護性社工人員資格要件及職務範

疇認定基準辦理。 

本要點所須經費來源為本府公務預算及中央補助計畫。 

本府年度內約聘社工員之總員額中，每滿七人得置社工督導一人。 

三、社會工作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聘

用事宜。 

社會工作人員之薪資待遇及相關權利義務，應以書面契約訂之。 

四、社會工作人員應具備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規定

之應考資格。 

    一般性社工督導除具備第一項資格條件外，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擔任社會工作人員滿四年者。 

(二) 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並擔任社會工作人員

滿二年者。 

保護性社工員除具備第一項資格條件外，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具備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一年者。但敘至七等者，須具備社會福利

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二年。 

(二) 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並具備社會福利直

接服務工作經驗滿一年者。 

保護性社工督導除具備第一項資格條件外，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擔任保護性業務社會工作人員滿三年者。但敘至八等者，須擔任保護性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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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人員滿四年。 

(二) 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或具備  三年以上社

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經驗且擔任保護性業務社會工作人員滿二年者。 

有社會工作師法第七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不得遴用為社會工作人員。 

五、本府聘用社會工作人員依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辦

理，其起敘及晉敘薪點規定如下： 

(一) 一般性社工員：以六等二階(二九六薪點）起聘，晉敘薪點最高可至六等七階

(三七六薪點)。但具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者，以六等三階（三

一二薪點）起聘。 

(二) 一般性社工督導：以七等一階（三二八薪點）起聘，晉敘薪點最高可至七等

七階(四二四薪點)。 

(三) 保護性社工員：以六等三階（三一二薪點）起聘，晉敘薪點最高可至七等七

階(四二四薪點)。但具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者，以六等四階

（三二八薪點）起聘。 

(四) 保護性社工督導：以七等二階（三四四薪點）起聘，晉敘薪點最高可至八等

七階(四七二薪點)。但具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者，以七等三

階（三六０薪點）起聘。 

聘用社會工作人員須符合下列要件者，得採計經銓敘部備查有案年資 

按年核計至擬任職務之最高薪點敘薪： 

(一) 曾任職務與擬任職務性質為同一屬性，且工作經驗確為現職工作所需。 

(二) 具曾任機關開立之服務優良證明。 

社會工作人員取得第一項各款但書資格，其薪點如低於起聘薪點，於年度續聘時，得

依具有證照之薪點改敘。 

六、本府應每年辦理社會工作人員之服務績效考評。 

    服務績效考評分平時及年終考評，其評量項目如下： 

(一) 服務態度、品德操守、差勤管理、服務品質。 

(二) 社工督導之專業督導及服務績效。 

(三) 社工員之專業技巧及方案推動。 

七、社會工作人員服務績效考評等次及獎懲如下： 

(一) 甲等：經考評達八十分以上者，提升一階續聘，已敘至本職最高階者，續聘

時不得提敘薪階。 

(二) 乙等：經考評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者，得留原薪點續聘。 

(三) 丙等：經考評未達七十分者，不予續聘。 

前項核列甲等人員比例最高以受考人數總額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八、社會工作人員於同一考評年度任職未滿六個月者，不予考評；滿六個月以上未滿一

年者，應另行辦理考評。 

22 
 
 
 



    前項考列甲等或乙等者，次年度得留原薪點續聘，考列丙等者不予續聘。 

九、本府所屬機關及學校聘用社會工作人員準用本要點規定辦理。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15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前壹字第1100226906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商借所屬中小學或幼兒園教師協助服務實施要點」1份，並

自即日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修正規定業經本府110年6月1日第1900次市務會議通過。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s：//www.kl.edu.tw/v7/eduweb/)/

法令規章/教育單行法下載。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 、基隆市政府

人事處、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林處長祝里、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杜簡任秘書國正、基

隆市政府教育處陳副處長淑貞、基隆市政府教育處李督學瑞彬、基隆市政府教育

處郭督學佳雯、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陳督學怜伶、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基隆市政府教育

處國民教育科、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前暨選聘科 

(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商借所屬中小學或幼兒園教師協助服務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9年 6月 18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0990159765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0日基府教前貳字第 108021530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15日基府教前壹字第 1100226906 號函修正第 4點、第 12點刪除第 13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商借所屬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至本府教育處服務， 

    協助教育政策規劃及執行，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商借教師：指本府因業務需要，自所屬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商借至本府教育 

        處辦理特定業務或工作之教師。 

    (二)編餘缺教師：指本府所屬國民中、小學每學年度依班級數設算教師員額，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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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達一名員額之餘數，按其加總所增加之員額數聘任之教師。 

    (三)原服務學校：指商借教師本職所屬之國民中、小學或幼兒園。 

三、教師之商借，以編餘缺教師為優先。 

    教師之商借，除編餘缺教師外，應徵得教師意願及原服務學校之同意後，始得辦理 

    商借。 

四、商借教師之商借期間以一個學年度為原則，有延長商借期間必要者，以延長二次為 

    限，每次延長期間最長為一個學年度。 

    商借教師返校服務後，應服務二學年度以上，始得再商借。 

本府如有重大特殊需求之專案人力者，經簽奉核准，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編餘缺教師以其聘任期間為商借期間，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五、本府每一學年商借之教師人數，除編餘缺教師外，以二十七人為限，其中十一人協 

    助本府辦理教育部規定應配合辦理之教育事務。 

    前項教育部規定辦理之教育事務內容及協助辦理人數如下： 

    (一)課程督學：國中暨國小各一人，共計二人。 

    (二)國民教育輔導團幹事：國中暨國小各一人，共計二人。 

    (三)本土語言指導員：一人。 

    (四)教育網路中心：視聽小組一人、資訊小組五人，共計六人。 

    編餘缺教師依每學年度班級數設算核定之人數商借之。 

六、商借教師之原服務學校應視實際需要於商借期間聘用代理或代課教師代其課（職） 

    務。 

七、商借教師及編餘缺教師薪資支給及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公務人員保險或勞工保險 

    之投保，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辦理。 

八、商借教師及編餘缺教師比照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享有休假，並得申請使用國民 

    旅遊卡支領休假旅遊補助及不休假加班費，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辦理。 

九、商借教師服務期間之成績考核與差假勤惰管理，由本府教育處評核後，於每學年度 

    結束前，送交原服務學校辦理考核。遇有具體功過情形，應依程序及權責隨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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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商借教師及編餘缺教師服務期間之差勤規範，應比照本府正式編制人員。 

十一、商借教師參加本市校長或主任甄選時，其積分分別比照教師兼主任或教師兼代理 

      主任採計。 

十二、本要點民國一百零八年四月十日修正前商借之教師，其商借期間自該次修正生效 

      之日起，重新計算。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24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治壹字第1100228073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政府對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內部控管機制作業要點」乙份，

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0年5月25日第1899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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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系統)、本

府民政處自治事業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對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內部控管機制作業要

點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24日基府民治壹字第 1100228073號函頒全文 7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五

條第二項第二款及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第五點第

四款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府及所屬機關對基隆市議會議決案以外之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審議

程序，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如附流程圖）。 

三、 本府及所屬機關依本要點受理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依基隆市政府組

織自治條例所列掌理事項辦理。 

四、 本府及所屬機關受理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各承辦機關、單位應考量

實際需要，擬妥預算金額及開支科目依預算執行程序，報本府核准後辦理。 

五、 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涉及零星工程相關經費之支用，以本府年度內

預算執行為限。但不含動支相關預備金、基金（含特種基金）預算及準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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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建議事項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受理，以利受補助單位執行辦理。 

六、 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不得以定額分配或以墊付方式處理。所受理建

議事項不包括對私人經費之補（捐）助或其舉辦活動之贊助。其個別項目，如

涉及財物或工程之採購，均應依政府採購法及本府採購作業要點辦理；工程預

算應依本府統一單價編列。 

七、 本府及所屬機關辦理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應予登記列管，並定期將

辦理情形，依附件表格格式填送本府（主計處）彙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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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成立預算及 

開支科目經財主單位 

審核經費金額及預算 

不符
 

符合 

市長或市長授權人員核定 

(財物、工程及勞務採購均應依政

府採購法及本府採購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 

業務單位依據施政計畫、年度預

算予以會勘、規劃、設計 

退回業務單位 

各單位依基隆市政府組織自治條

例規定職掌受理市議員所提地方

建設建議事項 

對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

項,定期就辦理情形,填送本府主

計處彙送行政院主計總處 

基隆市政府對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內部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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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6月30日 

發文字號：基府交規壹字第1100228453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政府道路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查核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

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0年6月8日第1901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科(本府交通處交通規劃科除外)、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七堵區公所、

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基隆市暖暖區公所、基隆市仁愛區公所、基隆市信義區公所、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交通處交通規劃

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道路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查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30日基府交規壹字第 1100228453號函頒全文 5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確保道路工程施工單位於施工期間確實執行所提交

通維持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府為查核道路工程交通維持計畫，設基隆市道路工程交通維持計畫查核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市長指派秘書長室參議或秘書一人擔任，其餘成員由本府

工務處、綜合發展處、交通處、基隆市警察局及各區公所派員組成。 

三、 本要點查核道路工程交通維持計畫之工程如下： 

(一) 基隆市港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以下簡稱道安會報）審查通過列管之工程。 

(二) 其他應提送交通維持計畫經本府交通處同意備查之工程。  

四、 道路工程交通維持計畫之執行情形，本小組每月應定期查核一次，必要時，得派員

不定期抽查。 

前項查核項目如附表；查核結果，每月陳報本府提報道安會報列管。 

五、 本小組查核所見缺失之處理方式如下： 

(一) 屬立即危險或得立即改善事項者，工程主辦單位應於查核時立即改善。 

(二) 所發現之缺失事項經陳報本府行文工程主辦單位確實改善者，工程主辦單位應

於文到十四日內將改善情形函送本府複查。 

(三) 前款所見缺失，工程主辦單位未能於期限內改善者，得陳報本府通知道路主管

機關(單位)，依據相關法令予以處分。 

(四) 有重大缺失或複查多次未改善完成者，於隔月向道安會報提出專案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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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基隆市政府道路工程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查核紀錄表        

編號：                                  稽查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召集人：                                紀錄： 

 

工程名稱：                              

施工地點：                           

施工單位：                                    

稽 

 

查 

 

情 

 

形 

 

主  要  查  核  項  

目 

不適用 

缺失 

立即 

改善 

後

續 

改

善 

備     註 
否 是 

1.施工範圍與交維計畫是否

相符 

      

2.是否於核定施工時間內施

工 

     

3.施工告示牌      

4.漸變段(交通錐、拒馬、警

示燈) 

     

5.安全設施(警示燈、護欄、

交通錐、施工牌面) 

     

6.施工機具、車輛、材料之

配置 

     

7.義交人力 (ˍ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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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評 

 

分 

8.行人動線及安全防護      

9.影響公車站位之配套措施      

10.施工區是否有違規停車      

11.道路復舊情形(鋼板)      

12.其他事項：      

工程主辦單位應確實改善，並將改善情形(檢附照片)於文到十四日內函復

本府；另請警察局、工程主辦單位協助輔導取締。 

辦理

情形 

□：要求立即改善→工區代表簽名：            連絡電話： 

□：發函通知改善 

稽查

人員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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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04月09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017480號 

主旨：貴建築師移轉至臺北市繼續執業一案，業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3月24日

北市都建字第11030114891號函准予發給開業登記證及手冊，本府依規註銷本市

之開業登記，請查照。 

說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10年3月24日北市都建字第11030114891號函辦理。 

二、建築師登記資料： 

(一)建築師姓名：賴冠互 

(二)身分證字號：C12007＊＊＊＊ 

(三)原開業證字號：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83號 

(四)原事務所名稱：賴冠互建築師事務所 

(五)原事務所所址：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20巷1號2樓 

(六)新事務所所址：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27號2樓 

(七)備註：移轉至臺北市繼續執業 

三、基隆市基市建開證字第F000083號開業證書即日起作廢及建築師業務手冊一併註

銷並發還之。 

正本：賴冠互建築師事務所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各縣市政府(基隆市政府除外)、財

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基隆市稅務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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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100370042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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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辦理「基隆巿牛結節疹緊急疫苗注射工作」公告1份，請惠予張貼公告週知並

依公告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規定辦理。 

正本：龔金助先生、邱春雄先生、本市各區公所、基隆巿農會、基隆市獸醫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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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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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工務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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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動貳字第1100370042B號 

主旨：公告辦理基隆市牛結節疹緊急疫苗注射工作。 

依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13條第5項。 

公告事項：  

一、實施期間：自110年4月16日起至廢止日止。 

二、實施目的：為有效控制及預防牛隻牛結節疹之發生及蔓延對養牛產業之嚴重衝

擊，維護牛隻健康及產業永續發展。 

三、實施方法： 

(一)實施對象：本市轄內所飼養之健康牛隻。 

(二)注射方式：依據疫苗仿單規定，每頭牛隻每年皮下注射1劑量（1毫升或2毫升）。 

(三)注射地點：轄內各牛隻飼養場所。 

(四)標示方式：記錄烙印號碼或耳號或以不易脫落之漆料標示。 

四、本市牛隻之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本公告事項，配合協助牛隻預防注射，如有違反

或規避、拒絕、妨礙，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第 45條第 2款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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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貳字第1100350130A號 

主旨：公告註銷「媚登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等8家藥商持有之販賣業藥

商許可執照。 

說明：  

一、依據藥事法第27-1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二、查上開8家藥商營業地址已無營業事實，惟未辦理藥商異動；另查詢相關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及營業登記資料，均已公告撤銷、歇業、解散或無登記，爰依法

予以公告註銷所領許可執照。 

三、註銷8家藥商名單及持有之許可執照（機構代碼）臚列如下： 

(一)媚登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基市藥販字第6211043575號）。 

(二)羽蝶情趣用品（基市藥販字第6211043780號）。 

(三)格小寶創意坊（基市藥販字第6211043619號）。 

(四)新生教育用品社（基市藥販字第6211044036號）。 

(五)優兒婦幼用品社（基市藥販字第6211011975號）。 

(六)情趣天堂(麥金店)（基市藥販字第6211062203號）。 

(七)微學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基市藥販字第6211043413號）。 

(八)杏佳醫療儀器行（基市藥販字第6211072825號）。 

四、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本公告自刊登政府公報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正本：本府綜合發展處(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本：基隆市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貳字第1100350130B號 

主旨：公告註銷「媚登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等8家藥商持有之販賣業藥

商許可執照 

依據：藥事法第27-1條第3項規定：藥商屆期不申請停業、歇業或復業登記，經直轄市或

縣 (市) 衛生主管機關查核發現原址已無營業事實者，應由原發證照之衛生主管

機關，將其有關證照註銷。 

公告事項：  

一、查上開8家藥商營業地址已無營業事實，惟未辦理藥商異動；另查詢相關公司登

記、商業登記及營業登記資料，均已公告撤銷、歇業、解散或無登記，爰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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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公告註銷所領許可執照。 

二、註銷8家藥商名單及持有之許可執照（機構代碼）臚列如下： 

(一)媚登峰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基市藥販字第6211043575號）。 

(二)羽蝶情趣用品（基市藥販字第6211043780號）。 

(三)格小寶創意坊（基市藥販字第6211043619號）。 

(四)新生教育用品社（基市藥販字第6211044036號）。 

(五)優兒婦幼用品社（基市藥販字第6211011975號）。 

(六)情趣天堂(麥金店)（基市藥販字第6211062203號）。 

(七)微學館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基隆分公司（基市藥販字第6211043413號）。 

(八)杏佳醫療儀器行（基市藥販字第6211072825號）。 

三、依行政程序法第81條規定，本公告自刊登政府公報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國壹字第1100113842A號 

主旨：請依《國土計畫法》第13條規定公開展覽「基隆市國土計畫」，詳如說明，請查

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基隆市國土計畫」經提109年1月20日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2次會議審議通過後，

於109年2月18日陳報內政部，並經109年6月29日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9次會

議審議通過，內政部業以110年4月15日台內營字第1100803828號函准以核定，

並訂於110年4月30日公告實施。 

二、檢送「基隆市國土計畫」書暨公告各1份，請依《國土計畫法》第13條規定分別

公開展覽，展覽期間不得少於90日。 

三、副本抄送中央主管機關、本市所屬機關及本府相關單位，請依「基隆市國土計畫」

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內容推動計畫內容。 

正本：本府服務中心、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基隆市信義區公所、基隆市仁愛區公所、基

隆市暖暖區公所、基隆市七堵區公所、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

基隆市政府地政處、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請協助刊登公報） 

副本：內政部（含附件一1份）、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基隆市文化

局、基隆市消防局、本府產業發展處、本府交通處、本府工務處、本府觀光及城

市行銷處、本府財政處（以上各含附件一1份、附件二1份）、本府都市發展處（處

長、副處長、技正）（含附件一1份、附件二3份）、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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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設計科）、本府都市發展處（住宅及都更科）、本

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本府都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本府都市發展

處（公園管理科）、本府都市發展處（國土計畫科）（以上各含附件一1份、附

件二1份）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26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國壹字第1100113842B號 

主旨：公告實施「基隆市國土計畫」。 

依據：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第13條辦理。 

二、內政部110年4月15日台內營字第1100803828號函准予核定。 

公告事項： 

一、自110年4月30日起生效。 

二、公開展覽期間：不得少於90日。 

三、公開展覽方式： 

(一)書面：公告於本府及本市各區公所。 

(二)網路：公告於本府都市發展處網站（https://urban.klcg.gov.tw/）及基隆市

國土計畫資訊網（http://www.rayi.url.tw/klcg/NEWS.aspx）。 

(三)登報：刊登於本府公報及自由時報。 

四、計畫內容重點： 

基隆市國土計畫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訂定整體空間發展計畫與定位如後： 

(一)發展目標：結合首都圈吸引全球人才落腳並打造韌性、文化及永續海洋城市。 

(二)發展定位：作為首都圈國家海洋門戶與營造宜居新創的山海城市。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3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19324A號 

主旨：檢送松廉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松廉營造有限公司110年4月2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

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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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基隆市

辦事處、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基隆市稅務局、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

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3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19324B號 

主旨：公告松廉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請周知。 

依據：松廉營造有限公司110年4月2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松廉營造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外寮里武嶺街285-2號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90844430 

四、負責人姓名：李慧娜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萬元整 

六、組織性質：有限公司 

七、登記證號數：F00079-000 

八、專任工程人員（土木技師）姓名：謝台興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壹字第1100360355B號 

主旨：檢送修正公告「基隆市噪音管制區劃定範圍」，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依據噪音管制法第7條及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辦理。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機關、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基隆市議會、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請刊登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基隆市環境保護局（空氣及噪音管制科）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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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3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壹字第1100360355C號 

主旨：修正公告「基隆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劃定範圍」。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7條及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 

公告事項：  

一、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劃定如下： 

(一)第一類管制區：無。 

(二)第二類管制區：本市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之住宅區。 

(三)第三類管制區：本市第一類、第二類、第四類以外之地區。 

(四)第四類管制區：本市都市計畫使用分區之工業區、倉庫區、工廠(場)用地、

軍事用地、港埠用地、墳墓用地、鐵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省道、道路、

街道。 

二、省道、道路、街道及巷道，自其兩側各外推15公尺範圍內為第三類管制區。 

三、鐵路、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自其兩側各外推30公尺範圍內為第三類管制區。 

四、除前揭第二項及第三項所述區域外，第二類管制區與第四類管制區相鄰時，其區

界外各退縮15公尺之第二類及第四類管制區範圍劃定為第三類管制區。 

五、土地經依法公告變更原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者，其管制區類別自發布實施日

起依變更後使用情形規範。 

六、噪音管制區如有爭議之處，依本公告事項為準。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20161A號 

主旨：檢送囍鉅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囍鉅營造有限公司110年4月2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

刊登公報)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基隆市

辦事處、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基隆市稅務局、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

科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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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5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20161B號 

主旨：公告囍鉅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請周知。 

依據：囍鉅營造有限公司110年4月2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囍鉅營造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基隆市中山區中和路168巷5弄48號1樓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90868663 

四、負責人姓名：陳敬翔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萬元整 

六、組織性質：有限公司 

七、登記證號數：F00080-000 

八、專任工程人員（水利技師）姓名：蔡明見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05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21609A號 

主旨：檢送合康興營造有限公司（綜丙F字第F00062號）申請自110年4月26日起停止營業

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合康興營造有限公司110年5月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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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中部辦公室、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基隆市辦事處、臺灣區綜合營造

業同業公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七堵稽徵所、基隆市稅務局、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05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21609B號 

主旨：公告合康興營造有限公司（綜丙F字第F00062號）申請自110年4月26日起停止營業，

請周知。 

依據：合康興營造有限公司110年5月3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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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造業名稱：合康興營造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基隆市七堵區百七街115號1樓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42560779 

四、負責人姓名：黎煥康 

五、營造業等級：丙等 

六、登記證字號：綜丙F字第F00062-000號 

七、備註：綜合營造業登記證書及承攬工程手冊已註記並發還之。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05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觀發壹字第1100220930B號 

主旨：檢送「基隆濱海風景特定區」經營管理範圍調整公告1份（含附圖），請協助張貼

周知並請轉知所屬。 

正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林務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交通部航港局、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基隆分局、經濟部礦務局、

內政部營建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

公司、澎湖縣望安鄉公所、本府各一級機關、本府各處科、本市各區公所 

副本:交通部、交通部觀光局、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觀光發展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05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觀發壹字第1100220930A號 

主旨：公告調整「基隆濱海風景特定區」經營管理範圍，如附圖。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第10條第1項暨「風景區管理規則」第5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基隆濱海風景特定區」經營管理範圍，業經交通部110年5月3日交路字第

1100010450號函核定調整。 

二、前項「基隆濱海風景特定區」經營管理範圍面積原為670公頃，經本次調整納入

西岸地區及基隆嶼，新增面積約197.1公頃(西岸地區約173.1公頃、基隆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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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公頃），總面積共計867.1公頃。擴大範圍全區皆為都市計畫區，行政區含

括中山區、中正區，詳細範圍界如下說明： 

  (一)西岸地區 

1、北側以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電廠用地界、道路用地為界。 

2、東側以港埠用地、機關用地為界。 

3、南側接續基隆濱海風景特定區之範圍。 

4、西側以都市計畫保護區、學校用地、文明路、文化路、中華路、機關用地

為界。 

  (二)基隆嶼以基隆嶼本島及18座島礁納入「基隆濱海風景特定區」範圍。 

              市長   林右昌 

 

西岸地區北側以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電廠用地界、道路用地為界，東側以港埠

用地、機關用地為界，南側接續基隆濱海風景特定區之範圍，西側以都市計畫保護區、

學校用地、文明路、文化路、中華路、機關用地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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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嶼以基隆嶼本島及 18座島礁納入「基隆濱海風景特定區」範圍。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參字第1100223543A號 

主旨：檢送盟崴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盟崴營造有限公司110年5月1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

刊登公報) 

副本：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基隆市

辦事處、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基隆市稅務局、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

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23543B號 

主旨：公告盟崴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請周知。 

依據：盟崴營造有限公司110年5月14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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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盟崴營造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83、85號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91000373 

四、負責人姓名：余欽献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萬元整 

六、組織性質：有限公司 

七、登記證號數：F00081-000 

八、專任工程人員（水利技師）姓名：余維昇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壹字第1100360417A號 

主旨：檢送修正公告「基隆市不得超出噪音管制標準之場所、工程及設施」，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依據噪音管制法第9條第1項第6款辦理。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本府所屬學校、本府各單位 

副本：基隆市議會、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請刊登公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基隆

市環境保護局（空氣及噪音管制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壹字第1100360417B號 

主旨：修正公告「基隆市不得超出噪音管制標準之場所、工程及設施」。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9條第1項第6款。 

公告事項：  

一、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非屬工廠(場)、娛樂場所、營業場所及營建工程等場所或

工程範圍內，所使用之下列設施所發出之聲音，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第八條規

定： 

(一)空調(通風、冷氣)系統。 

(二)冷卻水塔。 

(三)冷凍(冷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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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馬達(含抽水泵浦)。 

(五)發電機。 

(六)抽排風機、風扇。 

(七)機械式停車設備。 

違反者，其限期改善以三十日為限。 

二、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內，於室內以手持工具、機械或逕以機械等方式，從事敲擊、

鑽孔、鋸切、釘合、打磨或其他施工行為所發出之行為不得超過噪音管制標準第

六條之規定，違反者，其限期改善以四日為限。 

三、違反本公告事項經限期改善仍未符合噪音管制標準者，依噪音管制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辦理。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5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24177A號 

主旨：檢送東侑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土F字第F90136-000號）申請自110年5月18日起停

止營業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東侑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110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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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基隆市稅務局、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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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5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00224177B號 

主旨：公告東侑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土F字第F90136-000號）申請自110年5月18日起停

止營業，請周知。 

依據：東侑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110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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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侑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12巷13之3號4樓 

三、負責人姓名：李程祥 

四、登記證字號：土F字第F90136-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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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備註：土木包工業登記證書及土木包工業承攬工程手冊已註記並發還之。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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