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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4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終壹字第1090239700A號 

主旨：發布「基隆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本府109年6月23日第18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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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l.edu.tw/)-法令規

章-教育單行法下載。 

三、檢附發布令1份。 

正本：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本府所屬機關、本府各處 

副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本府教育處

終身教育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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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終壹字第1090239700B號 

發布「基隆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附「基隆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4日基府教終壹字第 1090239700B號令發布全文 9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設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其任務

如下： 

一、 提供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家庭教育政策及法規興革之意見。 

二、 提供協調、督導及考核本市機關、團體推展家庭教育之意見。 

三、 研訂本市實施家庭教育及服務措施之發展方向之意見。 

四、 提供本市家庭教育推展策略、方案、計畫等事項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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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供本市家庭教育課程、教材、活動之規劃、研發等事項之意見。 

六、 提供本市推展家庭教育機構提高服務效能事項之意見。 

七、 其他有關推展家庭教育之諮詢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由副市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 本府教育處處長。 

二、 本府社會處處長。 

三、 本府民政處處長。 

四、 本市文化局局長。 

五、 本市衛生局局長。 

六、 學者專家四人。 

七、 不同族群及其他推展家庭教育之機構、學校、法人等團體代表六人。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團體出任者，應隨其

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時，得補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五條  本會每年召開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得代

理之；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或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六條  本會會議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ㄧ以上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始得決議。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機關、團體出任之委員，未能親自出席時，

得派員代表出席。 

第七條  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八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兼任，承主任委員之指示，辦理本

會有關事務。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10日 

發文字號：基府人力壹字第1090243659A號 

主旨：廢止「基隆市仁愛區尚智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109年9月1日第1866次市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隨文檢送府令１份。 

正本：基隆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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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府教育處、本府綜合發展處、本府財政處、本府主計處、本府人事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10日 

發文字號：基府人力壹字第1090243659B號 

廢止「基隆市仁愛區尚智國民小學職員員額編制表」，並自一百零九年八月一日生效。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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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計壹字第1090232278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施政計畫執行考核作業要點」1份，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

照。 

說明：旨揭修正要點業經本府109年6月30日第1857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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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發展處(施政計

畫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施政計畫執行考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4年 7月 13日基府研計壹字第 1040227816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4日基府研計壹字第 108020001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9日基府綜計壹字第 1090232278號函修正 

第 2點、第 4點、第 5點、第 6點、第 7點、第 8點、第 9點、 

第 10點、第 11點、第 12點、第 13點、第 14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施政計畫、提升施政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施政計畫，指由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單位)執行之

下列計畫： 

(一)預算金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工程或規劃設計計畫。 

(二)經市長交辦納入管制之計畫。 

三、各單位應設研考專責人員，負責本單位執行列管施政計畫之彙辦作業。 

四、列管施政計畫執行單位，應依下列期限填報文件，送交本府綜合發展處： 

(一)第二點第一款之計畫，預算經基隆市議會議決通過後，一個月內填報施政計畫

管制表。 

(二)年度中，新增或追加預算之施政計畫，符合第二點規定者，應於預算通過後一

個月內，填報施政計畫管制表。 

五、本府綜合發展處每二個月應將列管施政計畫之執行情形，提報市務會議報告。 

六、列管施政計畫執行期間，當月實際執行進度較計畫預定進度超前百分之十以上，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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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二個月者，每連續一次記嘉獎一次。 

己核予獎勵之連續月份，不得重複計算。 

七、列管施政計畫執行期間，當月實際執行進度較計畫預定進度落後達百分之十以上，

連續二個月者，依下列標準懲處。但另經市長核裁者，不在此限： 

(一)書面警告並限期改善。 

(二)落後連續二個月以上者，自第三個月起，每連續二個月，逐次申誡一次。 

八、施政計畫執行進度落後達百分之十以上者，得申請調整計畫；因計畫無法賡續推動

者，得申請解除列管。 

九、依前點調整計畫或解除列管者，應簽會本府綜合發展處、財政處及主計處加註意見

後，陳請市長核定。 

十、施政計畫執行完成後，經提報市務會議報告並做成紀錄，予以結案。 

十一、本要點獎懲對象為該計畫之主(協)辦人員、業務科(課)長、核稿技正(秘書)、單

位副主管及單位主管(機關學校首長、副首長)。但接辦前手移交之計畫，執行計

畫期間未滿六個月者，免予獎懲。 

列管施政計畫代辦單位及委辦單位併列為獎懲對象。 

十二、列管施政計畫未依第四點規定提報管制或計畫表，經查證屬實者，業務主辦人員

及業務主管記申誡一次。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4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壹字第1090232310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設置要點」乙份，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09年6月30日第18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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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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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14日基府教學壹字第 1090232310號函頒全文 4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九條規定，設基隆市原住民

族教育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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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 辦理原住民族教育課程、教材與教學方法之研發及推廣。 

(二) 協助本府所屬學校，發展符合當地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量方

式。 

(三) 推動其他有關原住民族教育事務。 

三、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副主任一至三人，由本府指派原住民

籍校長或原住民重點學校校長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科長

兼任。 

四、 本中心下設行政組及課程教學組，各置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由本府指派所屬學

校人員兼之。各組分工如下： 

(一) 行政組： 

1. 蒐集、整理、建檔原住民師生名冊及各校族語學習統計等資料。 

2. 協助辦理原住民學生學習推廣活動。 

(二) 課程教學組： 

1. 研發符合當地原住民族之民族教育課程規劃與評量方式，並推廣之。 

2. 原住民族課程設計及內容之檢討與建議。 

3. 協助辦理族語師資教材教法培訓。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工壹字第1090231619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設置要點」乙份，並自即日

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修正要點業經本府109年6月23日第1856次市務會議通過。 

二、檢附「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設置要點」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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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附件)、本府社會

處(社會工作科)(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諮詢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3 日基府社福貳字第 103024138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9 日基府社福貳字第 105021854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 日基府

社福貳字第 107021927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6 日基府社工壹字第 10902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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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修正第 3 點、第 4 點、第 6 點、第 7 點  

一、基隆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為協調、研究、審議、諮詢與推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政策，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條第四項規定，設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諮詢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政策之協調、研究、審議、諮詢及推動事項。 

   （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工作之業務發展、整合規劃事項。 

   （三）其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及相關事項之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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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分別聘（派）兼之： 

    本會置委員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副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府

社會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分別聘（派）兼之： 

    (一)本府教育處處長。 

    (二)本府產業發展處處長。 

    (三)本府綜合發展處處長。 

    (四)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五)本市警察局局長。 

    (六)本市衛生局局長。 

    (七)學者專家五人。 

    (八)民間團體、相關機關代表四人。 

   前項委員，其中任一性別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學者專家、民間

團體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四、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府社會處副處長兼任，綜理本會業務；置副執行秘書一

人，由本府指派社會處科長兼任；另置幹事若干人，由本府有關單位派兼之。。 

五、本會會議每半年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本府及所屬機關兼任之委員，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外，

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受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本會開會時，得依需要邀請相關單位及人員列席。 

六、本會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本府及所屬機關出任者，應隨其

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時，本府得補聘(派)兼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七、本會會議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 

八、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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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採壹字第1090232364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採購作業要點」乙份，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修正要點業經本府109年7月7日第1858次市務會議通過。 

  二、本次修正要點及表格之電子檔請至本府全球資訊網路─綜合發展處 ─主題服務─

採購中心表單下載區下載使用。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本府各處科 

副本：本府採購中心、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系統) (均含

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

基隆市政府採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89年 7月 5日基府秘發字第 057395號函頒   

中華民國 89年 7月 24日基府秘發字第 06345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1年 6月 6日基府秘法字第 05006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2年 2月 11日基府秘發壹字第 092001168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2年 6月 6日基府秘發壹字第 0920053557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3年 5月 14日基府祕發貳字第 093005029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4年 3月 11日基府行發貳字第 094002488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9月 19日基府行發貳字第 101017755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25日基府行發貳字第 102019294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17日基府綜採壹字第 1090232364號函修正全文 9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強化採購作業效能，促進作業一元化，提升採購作

業效率，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辦理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採購招標、決標作業，由本府設

基隆市政府採購中心（以下簡稱採購中心）為常設性任務編組，置主任及執行秘書

各一人，由本府指派適當人員兼任；其內部人員依任務需求，由本府調派。 

三、所稱主辦採購單位指提出工程、財物或勞務採購之規劃、需求，編列採購預算，並

於決標後，執行採購之履約管理、驗收之本府各處或所屬機關、學校；所稱洽辦單

位係指委託採購中心代辦工程、財物採購招標、決標作業之本府各處或所屬機關、

學校。 

四、各機關採購招標、決標作業，其辦理分工如下： 

（一）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財物採購，由主辦採購單位委託採購中心辦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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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以上之勞務採購，由主辦採購單位自行辦理。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校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財物、勞務採購及適用共同供應

契約辦理之採購，由主辦採購單位自行辦理。 

（三）本府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採購，其採購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由採購

中心辦理；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五萬元，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由本府綜

合發展處(以下簡稱綜發處)辦理；採購金額未逾新臺幣五萬元者，由主辦採

購單位自行辦理。 

（四）本府未達公告金額之財物採購，其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五萬元者，由綜發處辦

理；採購金額未逾新臺幣五萬元者，由主辦採購單位自行辦理。 

（五）本府未達公告金額之勞務採購，其採購金額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或未逾新

臺幣五萬元者，由主辦採購單位自行辦理；採購金額逾新臺幣五萬元，未逾

公告金額十分之一者，由綜發處辦理。 

(六)本府適用共同供應契約之財物採購，由綜發處辦理。但財物採購其採購金額

逾該契約規定之大量訂購數量或金額及勞務採購由主辦採購單位辦理。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辦採購單位自行辦理，不適用前點規定： 

（一）採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或公開評選(審)方式辦理之採購。 

（二）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三）因緊急事故或特殊事由，經本府核准。 

六、各機關應以各處、局、所、場、中心、學校為單位，於每年度開始時，自行彙整本

單位具有共同性質之財物採購，規劃適用共同供應契約或集中辦理採購。 

七、各機關主持採購開標人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擔任之。 

    委託採購中心或綜發處辦理之採購，於開標時，洽辦單位承辦人或主管應列席。 

八、各機關訂有底價之採購，底價之訂定，應由主辦採購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分析，簽

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前項之底價委託採購中心辦理者，其底價應由洽辦單位委託採購中心報請市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 

九、主辦採購單位委託採購中心辦理之採購，應依採購作業權責劃分表（如附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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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隆市政府採購作業權責劃分表                                   
項目 作 業 項 目 權責單位 注 意 事 項 

一 預算書成立及招

標文件準備 

洽辦單位 1、 請依行政程序成立預算書圖並簽會相關單位

後陳奉核定。 

2、 招標文件擬訂請依採購中心規定格式製訂。 

3、 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依「公共工程招標

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規定填妥「招標

文件公開閱覽公告傳輸資料表」併同電子檔送

採購中心。 

二 招標作業檢附資

料 

1、成立預算書核

准招標簽案

（影本） 

2、採購底價專用

封 

3、採購招標公告

傳輸資料表 

4、代辦採購委託

書 

5、包商估價單或

詳細價目表 

6、包商單價分析

表 

7、設計圖說 

8、投標須知招標

資訊詳述資料 

9、施工說明書或

規格表 

10、採購契約 

11、其他文件 

12、招標文件電

子檔 

洽辦單位 1、 核定底價表併同原簽准公文相關資料（簽呈、

審核表、核定表、預算詳細表影本）並以採購

中心製訂之「基隆市政府採購底價專用封」密

封後送採購中心。 

2、 作業項目 3至 4項請依採購中心製訂範本填列

並核章。 

3、 作業項目 5至 11項洽辦單位應依其需求製訂並

製作紙本 3至 5份及電子檔 1份送採購中心，

惟招標文件售罄時，經電話通知應再予補足。 

4、 一定金額以上工程採購除前述招標資料外，並

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工程價格資

料庫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三 招標文件送件審

查 

洽辦單位 

 

採購中心 

洽辦單位須將作業項目第二項資料以公文(本府便

簽)提送採購中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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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招標文件製作 

1、投標須知 

2、外標封、證件

封、標單封 

3、標單 

4、切結書 

5、退還押標金申

請單 

6、派員被授權書 

7、投標廠商聲明

書 

8、退還押標金原

始憑證黏存單 

9、電子領標作業

說明 

10、廠商投標證

件審查一覽表 

 招標文件由採購中心統一製作。 

五 採購招標公告傳

輸資料表呈核 

採購中心  

六 招標公告作業 採購中心 由採購中心刊登政府電子採購網並公開於本府資

訊網。 

七 招標文件發售 財政處 

 

採購中心 

招標文件費由財政處收繳執據，並由採購中心憑

據發售。 

八 主會計及有關單

位監辦、洽辦單位

會辦 

採購中心 由採購中心函發開標通知單。 

九 開標作業   

 1、收取廠商投標

文件 

總收文 

採購中心 
 

2、開標會場秩序

維持 

警衛室 

3、監辦、列席、承

辦開標人員 

主計處 

 

政風處 

 

洽辦單位 

 

採購中心 

資格及價格標由採購中心審查，其他履約能力或特

定資格及規格標由洽辦單位審查。 

4、開標主持人 採購中心  



12 

 

5、核退廠商投標

文件 

採購中心 流標、廢標、停標或未開標部份檢還廠商投標文件。 

6、押標金核退及

收存 

財政處 

洽辦單位 

採購中心 

1、得標廠商押標金暫繳市庫，各洽辦單位視需要個

別申請轉存，並依投標須知有關規定辦理。 

2、未得標廠商押標金之退還。 

7、開標紀錄 採購中心 由承辦開標人員製作。  

十 開標結果 洽辦單位 

 

採購中心 

1、決標：由洽辦單位填妥決標公告資料補充說明表

送採購中心並領回採購文件以憑辦理後續作

業。 

2、流標、廢標、停標：續行招標經洽辦單位檢討後

再行辦理；不續行招標簽奉核定後辦理。 

3、保留標：由洽辦單位依行政程序簽核。 

4、由採購中心將開標結果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 

5、洽辦單位領回之各項採購文件請依政府採購法

107條規定辦理。 

十一 決標或無法決標

公告 

採購中心 由採購中心刊登電子採購網並公開於本府資訊網。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壹字第1090233641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1份，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

照。 

說明：旨揭作業要點業經本府109年7月7日第1858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含市立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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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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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陳督學怜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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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吳科長雨潔、基隆市政

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陳科長貞臻、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薛科長莉萍、基

隆市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李科長上泰、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謝科長仲

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學前暨選聘科楊科長永芬(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設置暨作業要點 
94年 11月 8日基府教輔參字第 0940126920號函修正 

95年 11月 22日基府教輔參字第 0950137762號函修正 

97年 6月 24日基府教學參字第 0970133286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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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 12月 29日基府教學參字第 0970173932號函修正 

100年 12月 22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00191575 號函修正 

109年 07月 29日基府教學壹字第 1090233641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12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構並完善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課程發展與

教學輔導體系，落實課程政策，有效提升教學品質，特設基隆市國民教育輔導團

（以下簡稱本團），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團工作目標如下： 

    (一)研究、發展並創新教學方法，提升國民教育品質。 

(二)建立各學習領域教材資源，豐富教師教學內容。 

(三)輔導教師積極研究進修，發揮教育功能。 

(四)激勵教師服務熱忱，增進教學效果。 

(五)傳遞課程、教學、評量新知，增進教師專業知能。 

(六)落實視導功能，強化後續追蹤輔導。 

三、本團採任務編組，組織如下： 

(一)置團長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副團長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兼任。 

(二)置督導委員若干人：由本府教育處督學兼任。 

(三)置總幹事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科長兼任。 

(四)置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課程督學至少各一人，由團長指派具備課程專業領導能

力之教育人員擔任。 

(五)置行政專任輔導員一至二人、幹事一人，由本府遴選優秀教師擔任。 

(六)依課程綱要下設各類學習領域及議題輔導小組(以下簡稱輔導小組)，由團長邀

請本市校長或教師擔任小組召集人；置執行秘書一人、核心輔導員一人及輔導

員若干人，由本府遴選優秀教師擔任，並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者擔任顧問。 

四、輔導小組分組如下： 

(一)依國中學習領域設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健康與體

育、綜合活動、科技等小組。 

(二)依國小學習領域設國語文、本土語文、英語文、新住民語文、數學、自然科學、

社會、藝術、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生活課程等小組。 

(三)配合本市教育業務發展及教育部議題設性帄、人權、資訊、海洋等小組，並得

視需要另行增設或調整之。 

五、輔導員聘任資格如下： 

(一)具合格教師資格。 

(二)擔任國民中小學實際教學工作年資滿五年以上。 

(三)具備該學習領域及議題所需之專門學科素養。 

六、輔導員甄選程序如下： 

(一)每年七月底前辦理甄選，有意願之教師得自行填寫報名表經該校校長同意，逕

送本團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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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排各輔導小組召集人與專家學者針對報名人員進行教學及人格特質之了解或

面談，以決定是否聘任。 

(三)公告新學年度聘任名單。 

    輔導員聘任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任期屆滿由召集人依據帄日工作考核紀錄決定是

否續聘。 

七、輔導員權利與義務如下: 

(一) 酌減授課時數至多六節。核心輔導員於原核定節數外，另酌減授課至多四節。

但本府得採總量管制彈性調整。 

(二)應在任職學校教授該輔導領域課程，以利發展相關教材。 

(三)應參加本府辦理之專業研習課程，以建立教學輔導及專業領域知識連結，促使

團員更加貼近教學現場和自我反思。 

(四)應參與其專精領域及該項議題相關課程研習，每學年製作該項專精領域及該項

議題之課程教材至少一件，並公開分享。 

八、輔導小組應視學校教學需求，規劃教學巡迴輔導。 

    前項巡迴輔導，國中學習領域及議題輔導小組每學年至少三次，國小學習領域及議

題輔導小組每學年至少五次。 

    輔導小組應辦理增能研習或工作坊，並得視需求向本團申請相關證明，提高教師參

與動機。 

九、本團於每學期召開團務工作會議，由輔導小組報告工作成果，並提出成果報告書。 

    輔導小組由召集人定期召集輔導員召開工作會報，轉達團務工作會議決議或交辦事

項，並商討各項輔導業務。 

    輔導小組工作計畫行事曆應於每學期期初送交本團。 

十、輔導小組得視需求申請研究專案計畫協助團務運作。 

十一、輔導小組輔導方式如下： 

    (一)團體輔導： 

     1.辦理各領域與議題進階研習或工作坊，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2.辦理巡迴輔導訪視，協助教師解決教學問題。 

     3.定期辦理輔導員或學校教師演示，分享教學經驗。 

     4.帶領學校種子團隊進修成長，協助培育學校人才。 

    (二) 個別輔導： 

     1.線上或電話諮詢服務。 

     2.教學視導或診斷。 

    (三) 專案研究： 

     1.進行教育調查研究，掌握學校現況，提供教育行政參考。 

     2.輔導員進行課程與教學相關研究並發表、分享研究結果。 

     3.輔導各校進行課程與教學相關議題之行動研究，推動課程革 新。  

    (四)提供資源帄台： 

     1.建置並充實專業教師人力資源庫，提供各校推動各項教師專業成長活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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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2.發掘學校優良教師，推廣其優良課程、教學、評量或其他事蹟。 

     3.辦理各領域與議題課程、教學、評量等之心得發表、徵稿活動或相關研討會

議，整合各校教師之資源與智慧。 

     4.出版教師優良研究、課程、教學、評量等成果專題。 

     5.建置教學資源網頁，提供教學資源或最新資訊。 

十二、擔任本團工作人員工作績效優良者於年度結束時，由本府從優獎勵。 

    輔導員參加本市校長或主任甄選時，依規定給予加分優惠。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5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090234633A號 

主旨：發布「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事件裁罰基準(含附

表)」，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基準業經109年7月7日第1858次市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檢附發布令1份。 

正本：基隆市政府各單位(本府民政處除外)、基隆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本府法規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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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090234633B號 

訂定「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事件裁罰基準」。 

  附「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事件裁罰基準」 

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事件裁罰基
準 

                       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5日基府民禮壹字第 1090234633B號令發布全文 3點 

一、 基隆市政府為處理違反殯葬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事件，

建立行政裁罰之公帄性，特訂定本基準。 

二、 違反本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之事件裁罰基準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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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審酌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條例所得之利益，並考量受處

罰者之資力，有依第二點裁罰基準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敘明理由，於法定

罰鍰額度內裁處，不受第二點裁罰基準之限制。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8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終壹字第1090216164號 

主旨：有關本府函頒之「基隆市家庭教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請查照。 

說明：旨揭廢止案業經本府109年6月23日第18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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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刊登本府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 、本府教育處

終身教育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發壹字第1090330193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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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第1865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民政處、本府產業發展處、本府教育處、本府社會處、本府綜合發展處、本

府工務處、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本府都市發展處、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基隆

市警察局、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衛生局、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基隆市暖暖區公

所、基隆市仁愛區公所、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基隆市七堵區

公所、基隆市信義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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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附件)、基隆市文化

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100年 8月 31日府授文發貳字第 1000090972號函實施 

 104年 12月 10日府授文發貳字第 1040330155號函修正 

  109年 9月 16日府授文發壹字第 1090330193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1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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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動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長期發展工作，特設基隆市社區總體營造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

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社區營造相關工作計畫與預算之跨機關協調及整合事項。 

（二）社區營造相關工作計畫執行成效之檢討及審議事項。 

（三）提供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相關業務諮詢及輔導。 

       （四）其他有關社區營造工作之推動、協調及整合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二十九至三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召集人，

由本市文化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民政處、產業發展處、教育處、社會處處長、綜合發展處、工務處、觀光

及城市行銷處及都市發展處處長。 

（二）本市環保局、警察局、消防局及衛生局局長。 

（三）本市各區區長。 

（四）專家、學者及社區代表八至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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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下設工作小組，負責規劃協調本會會議之議案、辦理本會決議事項及協調各處

局、區公所相關工作。 

工作小組由副召集人督導，執行秘書召集之，小組成員包括相關處局、區公所業管

單位主管或由業務相關單位指定或遴派之。 

五、本會委員任期為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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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會每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工作小組得視實際需要，召開工作會報。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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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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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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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市文化局文化發展科科長兼任；本會行政事務由本市文

化局派員辦理。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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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體壹字第10902439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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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基隆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護理人員支援他校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請查照。 

說明：旨揭廢止案業經本府109年7月14日第18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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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刊登公報並登錄本市法規查詢網)、本府人事處、本府

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終壹字第1090246368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政府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設置要點」乙份，並自即日

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09年9月8日第1867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基隆市各私立短期補習班 

副本：基隆市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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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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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基隆市政府教育

處國民教育科、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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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 (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09月 25日基府教終壹字第 1090246368號函頒全文 10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及查

詢處理利用辦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基隆市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調查認定等

事宜，特設基隆市政府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

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為辦理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八項補習班不

適任人員之調查及認定等案件。 

本會處理前項案件認有必要者，得經決議組成調查小組調查之。 

三、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一人為副

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有關人員聘（派）兼之： 

（一）本府教育處、社會處及基隆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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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學者。 

（三）法律專長人士。 

（四）民間團體代表。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專家學者、法律專長人士及民間團體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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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退。 

前項委員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聘（派）兼之，任期至原聘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本會視實際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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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除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外，因故不能

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六、本會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不適任人員之認定應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七、本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八、本會行政業務由本府教育處派員辦理。 

九、本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對於會議討論事項及決議內容，應負保密義務。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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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9月26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壹字第1090127977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安排注意事項」乙份，並自即

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業於本府109年9月8日第1867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旨揭電子檔並得於本府教育處全球資訊網(https：//www.kl.edu.tw)-法令規章-

教育單行法(序號：445)下載。 

  三、本府109年08月13日基府教學參字第1090239167號函諒達，因發布程序錯誤，該函

予以作廢。    

正本：基隆市各市立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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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教育處林

處長祝里、本府教育處陳副處長淑貞、本府教育處陳督學怜伶、本府教育處李督

學瑞彬、本府教育處郭督學佳雯、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本府教育處學前暨選

聘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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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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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 (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安排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9年9月26日基府教學壹字第1090127977號函頒全文8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所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學生

在校作息時間安排，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之安排，應考量學生需求、學校條件、校園安全及交通狀況等因

素，並依循民主參與程序，與學生、教師及家長充分溝通，經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三、學生在校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每日以七節為原則，包含必選修課程、團體活動

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但學校如有特殊需求者，應報請本府核准後實施。  

 四、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為上午七時二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但學校如因班級經營、

課後社團活動、代表隊培（集）訓、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在學生安全無虞情

形下，得調整部分上、放學時間。  

五、學校得於每日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如屬全校集合之活

動，每週不得超過二日；非屬全校集合之活動，學校得安排部分日數，由學生自主

決定是否參加。 

六、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席紀錄。但得視其情節，採取適

當之正向輔導措施。 

七、學校設有其他學制者，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國中部學生之在校作息，依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學生在校時間作息實施原則辦理。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29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權壹字第1090247041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所屬地政事務所受理遠途申請人申請土地登記案件先行審

查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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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第1868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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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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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所屬地政事務所受理遠途申請人申請土地登記案件先
行審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8月 14日基府地籍貳字第 1030233204號函頒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25日基府地籍貳字第 106024352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29日基府地權壹字第 1090247041 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4點及第 6點;並刪除第 7點 

一、基隆市政府為推動所屬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地政事務所)服務遠途申請人申辦土地

登記案件，以節省時間與交通成本，並提升為民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戶籍在本市以外之申請人。 

設籍本市年滿六十五歲之申請人，申請第三點規定之土地登記案件，準用第四點至

第五點規定辦理先行審查。 

三、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 

(一)金融機構抵押權塗銷登記。 

(二)住址變更登記。 

(三)更名登記。 

(四)書狀換給登記。 

(五)門牌整編登記。 

(六)更正登記，以姓名、出生日期、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門牌等錯誤，經戶政機

關更正有案者為限。 

(七)土地登記筆棟數合計不超過五筆以上、申請人合計不超過五人以上或連件件數不

超過三件以上之下列案件： 

1.抵押權設定或內容變更登記。 

2.拍賣登記。 

3.買賣登記。但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處分之案件不適用之。 

4.贈與登記。 

5.書狀補給登記。 

6.預告登記之登記或塗銷。 

四、受理作業程序如下： 

(一)收件：收件人員受理遠途民眾申請先行審查土地登記案件後，應於登記申請書加

蓋遠途先審戳記，並記錄於遠途申請土地登記案件先行審查紀錄表如附表一。 

(二)計收規費：依規定計收規費。 

(三)先行審查： 

1.先行審查，依決行層級逐級陳核。審查結果符合規定者，應即告知申請人，並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六十一條規定，依收件號數之先後次序及各類案件處理期限表之

處理期限辦理。 

2.案件須補正而能當場補正者，即由申請人完成補正；不能當場完成補正者，應依

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六條規定製作補正通知書並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當場交由

申請人領回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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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查結果不符規定者，不予受理。 

(四)辦理登簿、繕發書狀、異動整理、歸檔等。 

五、經先行審查之案件，於登記前如有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七條規定情事，仍應依法辦

理。 

六、地政事務所受理先行審查作業流程詳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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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遠途申請土地登記案件先行審查紀錄表 

收件日期 收件字號 登記原因 遠途地點 審查人員 審查結果 備註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核符□補正□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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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受理遠途申請人申請土地登記案件先行審查作
業流程示意圖 

 

計收規費 

依規定計收規費 

 

先行審查 

先行審查並依決行層級逐級陳核。 

收  件 

1.審認是否屬遠途申請人。 
2.審認是否屬得受理案件類型。 
3.於登記申請書加蓋遠途先審戳記。 
4.於遠途申請登記案件先行審查紀錄表記錄。 

核 符 

審查結果符

合規定者，即

告知申請人。 

補 正 

1.能當場補正者，由申請

人完成補正。 

2 不能當場完成補正者，

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

十六條規定製作補正通

知書並敘明理由或法令

依據，當場交由申請人

領回或交由郵政機關送

達。 

不予受理 

審查結果不符規

定者，不予受理。 

辦理登簿、繕發書狀、異動整理、歸檔 

完成補正 

依收件號數之先後次序及各類案件

處理期限表之處理期限核定准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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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29987A號 

主旨：檢送國進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38-000號）申請自109年6月20日起停止營業公

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國進土木包工業109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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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管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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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29987B號 

主旨：公告貴廠商（土F字第F90138-000號）申請自109年6月20日起停止營業，請周知。 

依據：國進土木包工業109年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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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進土木包工業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武聖街335號4樓 

三、負責人姓名：蔡亞倫 

四、登記證字號：土F字第F90138-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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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土

木包工業營業項目。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33359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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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秉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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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秉藙營造有限公司109年7月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服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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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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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33359B號 

主旨：公告秉藙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請周知。 

依據：秉藙營造有限公司109年7月7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秉藙營造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87號3樓之5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3595098 

四、負責人姓名：李如珊 

五、資本額：新台幣陸佰萬元整 

六、組織性質：有限公司 

七、登記證號數：F00078-000 

八、專任工程人員（土木技師）姓名：林頌欽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34362A號 

主旨：檢送竤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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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竤森工程有限公司109年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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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七堵稽徵所、基隆市稅務局、

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管科)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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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34362B號 

主旨：公告竤森工程有限公司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請周知。 

依據：竤森工程有限公司109年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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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竤森工程有限公司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93巷10號1樓 

三、負責人姓名：林錦豪 

四、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五、營業項目：在當地或毗鄰地區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 

六、登記證號數：土F字第F90189-000號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壹字第1090330161A號 

主旨：檢送本府登錄「和帄島B考古遺址」為本市市定考古遺址公告，詳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法規及基隆市考古遺址審議會109年第1次會議決議辦

理。 

二、副本及公告文送本府刊登於本府政府公報(綜發處法制科),並於本府公布欄張貼

30日(綜發處服務中心)。 

三、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行政處分,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及58條規定

辦理。 

正本：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市長室、本府副市長室、本府秘書長室、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基隆市動物保

護防疫所、基隆市信義區公所、基隆市七堵區公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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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暖暖區公所、

基隆市立醫院、基隆市衛生局、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立

仁愛之家、基隆市立體育場、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稅務局、

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基隆市七堵戶政事務所、基隆市安樂

戶政事務所、基隆市中正戶政事務所、本府民政處、本府財政處、本府產業發展

處、本府教育處、本府工務處、本府交通處、本府都市發展處、本府社會處、本

府地政處、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綜合發展處



28 

 

(服務中心)、本府人事處、本府政風處、本府主計處、基隆市文化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壹字第1090330161B號 

主旨：公告「和帄島B考古遺址」登錄為本市市定考古遺址。 

依據：文化資產資產保存法第46條、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本府基隆市考

古遺址審議會109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名稱：和帄島B考古遺址。 

二、種類：市定考古遺址。 

三、位置或地址：基隆市中正區和帄段。 

四、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範圍：基隆市中正區和帄段727地號，面積計2,777.37帄

方公尺。 

五、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本遺址經考古發掘出新石器時代圓山文化、鐵器時代十三行文化、西班牙及

荷蘭殖民時代、清代、日治時代至光復後之文化堆積層，出土物和遺跡豐富

多樣。特別是西班牙時代所建諸聖教堂之基礎，為迄今在台灣所發現年代最

早之天主教教堂遺留，重現西班牙人殖民台灣的歷史現場，具有重要的考古、

歷史與文化資產價值。 

(二)法令依據：符合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利害關係人對於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到達或公

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地址: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

號），由本府轉送文化部提起訴願。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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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128579A號 

主旨：檢送本市108年度暖暖區地籍圖重測結果圖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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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暖暖區公所(2份，請協助轉交碇祥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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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4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128579B號 

主旨：公告本市108年度暖暖區地籍圖重測結果圖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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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暖暖區碇內段碇內小段109、109-1、109-2、109-3、354、

354-8、354-9、355、355-1、357及358地號等11筆土地。 

二、公告期間：自109年8月10日至109年9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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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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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壹字第1090330172A號 

主旨：檢送本府登錄「大沙灣考古遺址」為本市市定考古遺址公告，詳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法規及基隆市考古遺址審議會109年第1次會議決議辦

理。 

二、副本及公告文送本府刊登於本府政府公報(綜發處法制科),並於本府公布欄張貼

30日(綜發處服務中心)。 

三、利害關係人如不服行政處分,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及58條規定

辦理。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國防部軍備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副本：本府市長室、本府副市長室、本府秘書長室、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基隆市動物保

護防疫所、基隆市信義區公所、基隆市七堵區公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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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暖暖區公所、

基隆市立醫院、基隆市衛生局、基隆市家庭教育中心、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立

仁愛之家、基隆市立體育場、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稅務局、

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基隆市七堵戶政事務所、基隆市安樂

戶政事務所、基隆市中正戶政事務所、本府民政處、本府財政處、本府產業發展

處、本府教育處、本府工務處、本府交通處、本府都市發展處、本府社會處、本

府地政處、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綜合發展處

(服務中心)、本府人事處、本府政風處、本府主計處、基隆市文化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壹字第1090330172B號 

主旨：公告「大沙灣考古遺址」登錄為本市市定考古遺址。 

依據：文化資產資產保存法第46條、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5條、本府基隆市考

古遺址審議會109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名稱：大沙灣考古遺址。 

二、種類：市定考古遺址。 

三、位置或地址：基隆市中正區中濱段。 

四、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範圍：基隆市中正區中濱段 5-3、5-4、5-5、5-6、5-7、

5-58、5-60、15、16-1、16-5地號，面積共計7,750帄方公尺。 

五、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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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沙灣考古遺址為基隆東岸首次系統性之大型考古發掘，發現的遺跡、遺物、

以及現象，對於研究新石器時代早期至歷史階段的文化發展與人群遷徙過

程，以及16至17世紀大雞籠社的研究皆為不可多得的第一手重要資料，於學

術研究之重要性顯著。 

(二)大沙灣考古遺址為一多文化層遺址，包括新石器時代的訊塘埔文化、圓山文

化、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及清末與日治時期階段等。在文化空間場域的

發展與脈絡上有其連續性，出土成果頗為豐富，部分資料更可與歷史文獻相

互對照，具有特殊性。 

(三)大沙灣考古遺址顯示不同時間階段之不同性質。史前階段做為一居住與活動

的範圍，歷史時期則作為抵禦外敵的軍事設施場所，日治階段至今，由於時

代的演進，該場域除了延續做為與軍事相關的建築設施外，已逐漸轉換成結

合歷史、文化、經濟的現代場域。 

(四)臺灣清代的文化物質，多數在日治時期遭破壞，保存至今者甚少。大沙灣考

古遺址中，屬清末海防設施之大沙灣砲臺遺跡，因所在位置的重要性，長期

以來為軍事所用，土地利用有所限制而得以保存。特別是砲臺基礎與部分結

構，對於清末海防砲臺研究有重要意義，由於遺跡範圍大、結構特殊且複雜，

亦屬目前首次透過考古發掘的大型歷史性戰爭結構物，從展示與教育層面而

言有其顯著意義。不僅可做現場展示，亦可與周圍文化資產整體思考做為基

隆歷史文化的重要標的。 

(五)法令依據：符合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3條規定。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利害關係人對於本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到達或公

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地址: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

號），由本府轉送文化部提起訴願。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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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8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39384A號 

主旨：檢送勝捷土木包工業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勝捷土木包工業109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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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39384B號 

依據：勝捷土木包工業109年8月6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主旨：公告勝捷土木包工業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請周知。 

公告事項：  

一、土木包工業名稱：勝捷土木包工業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中山區德安路13-8號2樓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7327502 

四、負責人姓名：張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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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0190-000號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參字第1090053756A號 

主旨：貴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規定，經內政部建築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予以「原

處分撤銷」之處分，自公告之日起生效，檢附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及內政部109年9月7日台內營字

第10908145861號函辦理。 

正本：陳子弘建築師(請雙掛號郵寄) 

副本：內政部(請核備)、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請刊登系統)、基隆市政府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觀光工程科)、各縣市政府、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中華民國全國

建築師公會、本府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欄)、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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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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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參字第1090053756B號 

主旨：公告陳子弘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第18條規定，予以「原處分撤銷」之處分。 

依據：依建築師法第51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16條規定及內政部109年9月7日台內營字

第10908145861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名稱：陳子弘 

二、事務所名稱：陳子弘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1879號 

四、事務所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51號3樓之7 

五、懲戒決議內容：原處分撤銷 

  六、備註：辦理本市「（101）外木山濱海景觀改善工程」監造技術服務案，違反建

築師法第18條規定，案經本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決議予以「申誡1次」處分，被

付懲戒人因不服該決議提出覆審，予以「原處分撤銷」之處分。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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