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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預壹字第1090340265A號 

主旨：發布「基隆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本府109年10月13日第1872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發布令1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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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消防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預壹字第1090340265B號 

發布「基隆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附「基隆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舉發違反消防法第十五條案件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09年 11年 5日府授消預壹字第 1090340265B號令發布全文 10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消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消防局(以下簡稱消防局)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罰鍰金額：指基隆市政府對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行為，

依本法所裁罰之金額。 

二、舉發人：指職務涉及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場所之行為人，或經營家

用液化石油氣零售事業者、用戶及其員工，向本府舉發違反本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行為者。 

第四條 舉發人舉發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案件，得以書面、言詞、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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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傳真或電子郵件提出，並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舉發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地址。 

二、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案件發生地之地址、公司(商號)名稱

、負責人姓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述。 

三、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以言詞舉發者，應作成紀錄，交舉發人閱覽後簽名或蓋章；以電話舉發者，

應通知舉發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紀錄。 

不符合第一項規定者，應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得補正者，應以書面通知舉發

人於七日內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五條   因舉發而查獲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情事，經查證屬實並處

以罰鍰者，得發給舉發人罰鍰實收金額百分之五之獎勵金；舉發人現為被舉

發人之受雇人者，得發給罰鍰實收金額百分之十之獎勵金。 

前項獎勵金，由消防局編列預算支應之。 

第一項獎勵金之發給，每案以一次為限；每案裁處罰鍰後經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而按次或連續處罰者，不再發給獎勵金。 

第六條  舉發人有下列之一情形者，不發給獎勵金： 

一、以匿名或虛偽姓名舉發。 

二、以言詞或電話舉發，舉發人拒絕製作紀錄。 

三、舉發之違規案件為消防局已查獲之違規事實。 

第七條  二人以上先後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僅獎勵最先舉發者，並發給獎勵金。  

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舉發同一違規案件者，以該案件應發給之獎勵金金額平

均分配之；其不能辨別舉發之先後者，亦同。 

第一項舉發之先後以消防局受理之時間為準。 

第八條  領取獎勵金時，舉發人應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對於舉發人之姓名、年齡、住址、文書、圖畫、消息、相貌、身分資料或其

他足資辨別舉發人之物品，應予保密。 

舉發人之舉發書、筆錄或其他資料，應以密件保存，並禁止第三人閱覽或抄

錄。 

第九條  舉發獎勵金每六個月核發一次。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得依預算編列程序及期

程，彈性調整發給舉發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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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壹字第1090361180A號 

主旨：發布「基隆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請查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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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旨揭辦法業經本府109年9月22日第1869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發布令1份。 

正本：本府社會處、本府地政處、本府交通處、本府產業發展處、本府綜合發展處、本

府政風處、本府主計處、本府人事處、本府都市發展處、本府工務處、本府教育

處、本府財政處、本府民政處、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本市仁愛區公所、本市

信義區公所、本市中正區公所、本市中山區公所、本市安樂區公所、本市暖暖區

公所、本市七堵區公所 

副本：基隆市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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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附件)、本市環境保護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壹字第1090361180B號 

發布「基隆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附「基隆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案件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24日府授環管壹字第 1090361180B號令發布全文 10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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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機關為基隆市環境保護

局（以下簡稱環保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檢舉人，指發現基隆市轄區內有違反本法之行為，而向本府提出檢

舉之自然人、法人及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 

第四條  檢舉人應自發現違反本法行為之日起七日內，以書面、言詞、電話、傳真、電

子郵件或網路敘明違規事實向環保局提出檢舉，並提供下列資訊： 

一、檢舉人之姓名或團體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 

二、違反本法之案件發生地之地址、地號、定位或其他可得確認之位置敘述。 

三、可供查證之相關事實、證據、照片、影片或資料。 

以言詞檢舉者，由環保局作成紀錄，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

以電話檢舉者，環保局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紀錄。 

不符合第一項規定者，應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得補正者，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

於七日內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發給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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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舉人以匿名或虛偽姓名檢舉。 

二、檢舉人以言詞或電話檢舉，經通知到場後，未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製作紀

錄。 

 三、檢舉人為中央或地方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現違反本法行為所為之檢舉。 

        四、檢舉案件於檢舉前經本府查獲。但調查中之案件，經檢舉人提出具體違規

事證始查獲者，不在此限。 

        五、就同一污染案件，檢舉人已依其他規定領有檢舉獎勵金。 

第六條  檢舉案件經本府查證屬實並裁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罰鍰確定者，應於罰鍰全數

繳清後，按實收罰鍰金額百分之十發給檢舉獎勵金。但檢舉人現為或曾為被檢

舉人之受雇人者，依實收罰鍰金額百分之三十發給。 

        前項獎勵金之發給，每案以一次為限；每案裁處罰鍰後經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而按次處罰者，不再發給獎勵金。 
第七條  二人以上先後檢舉同一案件者，檢舉獎勵金由最先檢舉者受領。 

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檢舉同一案件者，檢舉獎勵金由檢舉人平均受領之；其不

能辨別檢舉之先後者，亦同。 

第一項檢舉之先後，以本府受理之時間為準。 

第八條  領取獎勵金時，檢舉人應提供身分證明文件。 

檢舉人之姓名、年齡、住址、文書、圖畫、消息、相貌、身分資料或其他足資

辨別檢舉人之物品應予保密。 

檢舉人之檢舉書、檢舉紀錄或其他資料，應以密件保存，並禁止第三人閱覽或

抄錄。 

第九條  檢舉獎勵金每六個月核發一次。但獎勵金預算不足時，得於後續預算編列程序

及期程，彈性調整核發檢舉獎勵金之頻率及方式。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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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 

發文字號：基府人力壹字第1090258175A號 

主旨：「基隆市立醫院組織規程」第4條條文，業經本府109年12月1日基府人力壹字第

1090258175C號令發布修正，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109年11月24日第1876次市務會議通過。 

二、有關士(生)級與醫師外其他師級醫事職務，以共用編制員額方式修正編制表一

節，請於下次修編時配合辦理。 

三、隨文檢送府令(含附件)1份。 

正本：基隆市立醫院、基隆市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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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財政處、本府主計處、本府人事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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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 

發文字號：基府人力壹字第1090258175C號 

修正「基隆市立醫院組織規程」第4條條文。 

  附修正「基隆市立醫院組織規程」第4條條文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立醫院組織規程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1日基府人力壹字第 1090258175C號令修正發布第 4條 

第 四 條  本院依業務需要，得設下列各科、室，分別掌理下列事項： 

一、內科：掌理內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  理、衛生指導及研究等事項。 

二、外科：掌理外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理、衛生指導及研究等事項。 

三、小兒科：掌理小兒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理、嬰幼兒衛生指導、預

防接種及研究等事項。 

四、家庭醫學科：掌理家庭醫學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理、心身衛生指

導及研究等事項。 

五、眼科：掌理眼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理、手術、衛生指導及研究等

事項。 

六、牙科：掌理牙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理、手術、義齒鑲補、衛生指

導及研究等事項。 

七、骨科：掌理骨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理、治療、手術、衛生指導及

研究等事項。 

八、復健科：掌理復健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理、衛生指導及研究等事

項。 

九、風濕免疫科：掌理風濕免疫科病患門診診療，住院臨床處理、衛生指導及

研究等事項。 

十、放射線科：掌理放射線及同位元素診斷、治療、儀器管理運用及研究等事

項。 

十一、護理科：掌理病患之護理、病房整潔之監督、護理業務之改進與訓練及

研究事項；處理附設護理之家工作與管理。 

十二、藥劑科：掌理藥品之調配、鑑定、驗收、保管、資料蒐集與分析、藥物

安全資訊之諮詢及研究等事項。 

十三、醫事檢驗科：掌理醫事檢驗鑑定及其他有關檢驗相關工作及管理。 

十四、行政室：掌理印信典守、研考、文書、檔案、財務管理、修繕養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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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設備與器械之管理與維護、醫務行政、庶務採購、出納、收費、病人

住(出)院管理、環境整潔、病歷、掛號及不屬於其他科室之事項。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壹字第1090260383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發布令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109年18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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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kl.edu.tw/v7/eduweb/）─法令規章─教育單行法下載。 

正本：基隆市各市立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協助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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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教育處李瑞彬督學、本府教育處郭佳雯督學、本

府教育處陳怜伶督學、本府教育處課程教學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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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學壹字第1090260383B號 

發布修正「基隆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評鑑辦法 
104年 3月 3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40207482B號令發布 

    104年 6月 17日基府教學貳字第 1040224070B號令修正 

  109年 12月 17日基府教學壹字第 1090260383B號令修正發布第 2條至第 14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指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管之市立

高級中等學校。 

第三條 本府為辦理學校評鑑相關事宜，應組成評鑑會。 

評鑑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議評鑑實施計畫。 

二、 訂定評鑑之申復、申訴處理程序及申訴評議會組織與評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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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認評鑑結果。 

四、 審議其他與評鑑相關事項。 

第四條 評鑑會置委員七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其他委

員由本府就行政機關代表、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學校校長與教師代表及

家長代表遴聘之。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人數應占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五條 評鑑會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

職進退。 

前項委員於任期內出缺時，本府得補聘(派)兼之，其任期至原任任期屆滿之日

為止。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者，由出席委員互推

一人擔任之。 

第六條 本府得委託大學辦理學校評鑑。 

前項受託評鑑大學，應具備學校評鑑之專業客觀能力，足以進行評鑑項目設計

與分析、評鑑程序與指標研擬及評鑑基準設定，且應具有足夠之評鑑領域專家

學者、完善之評鑑委員遴選制度、足夠之行政人員及健全之組織與會計制度等。 

第七條 學校評鑑之類別如下： 

一、 校務評鑑：指基於課程教學、學務輔導、環境設備及校務發展之需求所進 

     行之評鑑。 

二、 專業群科評鑑：指基於所設專業群科之群科發展、課程教學及績效表現之 

     需求所進行之評鑑。 

三、 專案評鑑：指基於學校發展、轉型、退場或特定目的及需求所進行之評鑑。 

前項各評鑑類別之評鑑項目，由本府公告之。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評鑑，每五年辦理一次，但連續二週期評鑑優等者，

得申請免受評鑑一次。 

第一項第三款之評鑑，得視需要辦理之。  

受評鑑學校應依本辦法進行自我評鑑，並得向本府申請補助。 

第八條 受評鑑學校之評鑑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組成輔導小組至學校實地輔

導，並得視需要辦理追蹤評鑑： 

一、 校務評鑑結果列為丙等(含)以下。 

二、 專業群科評鑑結果列為丙等(含)以下。 

第九條 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之評鑑，應依各評鑑項目之性質，細分成評鑑指

標，並以質量兼重方式評定之。 

前項各指標之量化成績，按其達成率之高低評定，最高九十分；另就學校特色

以十分為最高分予以評定，整體評鑑成績總計為一百分，並分為下列五等第： 

一、 優等：整體評鑑成績九十分以上。 

二、 甲等：整體評鑑成績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三、 乙等：整體評鑑成績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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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丙等：整體評鑑成績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 

五、 丁等：整體評鑑成績未達六十分。 

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專案評鑑之評鑑基準，依評鑑之特定目的或需求另定之，

必要時得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府或受託評鑑大學，應統籌整體評鑑事項，並依下列程序，辦理學校評鑑工

作： 

一、 各類評鑑應訂定評鑑實施計畫，除專案評鑑外，並於辦理評鑑六個月前公 

     告。 

二、 辦理評鑑說明會，針對評鑑計畫實施，對受評鑑之學校詳細說明。 

三、 籌組評鑑小組，接受評鑑會之督導，執行評鑑事務。 

四、 當梯次學校評鑑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評鑑報告初稿，送各受評鑑學校。 

五、 對評鑑報告初稿不服之受評鑑學校，得於初稿送達後十四日內，向本府或 

     受託大學提出申復；申復有理由者，本府或受託評鑑大學應修正評鑑報告 

     初稿；申復無理由者，維持評鑑報告初稿，並完成評鑑報告書及評鑑結果。 

六、 評鑑結果經評鑑會確認後，本府應公布評鑑結果，並將評鑑報告書送達受 

     評鑑之學校。 

七、 對評鑑結果不服之受評鑑學校，得於結果公布後十四日內，向本府提出申 

     訴，由本府轉請申訴評議會評議；申訴有理由者，本府或受託評鑑大學， 

     應修正評鑑結果；申訴無理由者，維持評鑑結果，最終之評鑑結果經評鑑 

     會確認後，由本府公告之。 

八、 依評鑑性質及目的，訂定評鑑結果之處理方式，並定期辦理追蹤評鑑。 

前項第一款評鑑實施計畫，應包括評鑑類別、項目、基準、程序、結果、申復、

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經評鑑會審議通過及本府核定後，由本府公告之。 

第十一條 評鑑委員及參與評鑑相關人員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義務。 

前項委員之迴避，應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府必要時，得對受託評鑑大學之規劃、設計、實施及結果報告等，進行後

設評鑑；其評鑑結果，得作為本府委託辦理學校評鑑之依據。 

第十三條 受評鑑學校對評鑑所列缺失事項，應研提具體改進措施，並納入重大校務改

進事項；其改進結果，應列為下一週期評鑑之重要項目。 

本府得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以評鑑結果作為協助學校調

整發展規模及核定經費補助之參考。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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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 

發文字號：基府觀發壹字第1090261635A號 

主旨：發布「基隆市娛樂漁業漁船及客船停泊基隆嶼管理辦法」，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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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旨揭「基隆市娛樂漁業漁船及客船停泊基隆嶼管理辦法」業經本府109年12月8

日第1878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旨揭發布令1份。 

正本：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署第二岸巡隊、基隆區漁會、本府各單位、本府各一級

機關 

副本：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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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觀

光及城市行銷處(觀光發展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基府觀發壹字第1090261635B號 

發布「基隆市娛樂漁業漁船及客船停泊基隆嶼管理辦法」。 

  附「基隆市娛樂漁業漁船及客船停泊基隆嶼管理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娛樂漁業漁船及客船停泊基隆嶼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4日基府觀發壹字第 1090261635B號令發布全文 11條 

第ㄧ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船舶申請載客停泊基隆嶼(以下簡稱本島)，依地方制

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設籍基隆市之娛樂漁業漁船、客船或載客小船，經取得停泊許可證，並繳交許可期間之

碼頭設施使用費，始得載客至基隆嶼登島(以下簡稱載客登島)。 

前項碼頭設施使用費收費基準，由本府另定之。 

船舶停泊本島時間由本府公告之。 

第三條 

符合第二條規定之船舶，申請停泊許可者，應於本府公告期限內，由船舶所有人檢具下

列文件向本府提出： 

ㄧ、申請書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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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載客登島營運計畫書二份。 

三、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如為法人者應提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

之資格證明文件。 

四、委由代理人申請者，應檢附受任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委任授權書。 

前項文件如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者，應於通知後五日內補正。 

船舶停泊本島許可期間屆滿後，得依第一項規定重新申請許可。 

第四條 

申請船舶停泊本島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 未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期限補正。 

二、 有第十條規定之情形。 

第五條   

停泊本島之船舶，應依本府公告泊位停靠。 

船舶未依泊位停泊或因不當駕駛，致生碼頭設施、船舶或第三人之損害者，應負損害賠

償責任。 

第六條 

載客登島之船舶發航前，船長應遵守下列規定。當地預報風力達七級以上或認為天候或

海象不佳，有損害遊客安全之虞時，不得發航： 

一、蒐集氣象及海象資料，並向遊客說明。 

二、全船檢查妥善，說明相關救生設備，並於全船遊客穿著救生衣後，始得發航。 

三、應向遊客說明島嶼地形、環境及安全注意事項，並依環境特性，要求遊客適時穿戴

安全裝備。 

四、上、下船方法、乘船安全及活動等注意事項，應向遊客說明外，並於船上 

明顯位置標示之。 

五、於駕駛座上方及船舶兩側明顯位置，標識乘客定額及船員人數。 

遇有暴風、暴雨、颱風、氣候異常、軍事演習或其他足以影響人員與船舶安全之情事，

本府得禁止船舶停泊本島；已停泊者，得令其駛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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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載客登島之船舶，應配置解說導覽員。 

第八條 

經許可停泊本島之船舶，經查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每次處以違規計點一點，當年度累

計達三點(含)以上，本府得廢止其停泊許可： 

一、 未依規定使用基隆嶼觀光預約系統。 

二、 未攜帶旅客名冊或出港後無法取得聯繫。 

三、 碼頭上、下遊客後，船舶未駛離或故障未即時通報。 

四、 未於每月五日前提供前月登島遊客統計表及規費查驗聯。 

五、 解說導覽員未依規定配帶導覽證及全程帶領遊客導覽解說。 

六、 消費爭議問題未妥適解決。 

七、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八、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一。 

第九條 

經許可停泊本島之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廢止其停泊許可： 

一、未於船舶執照上登載得載客至本島項目。 

二、系統登載名冊與實際出船名冊不符。 

三、未依載客登島營運計畫書所訂金額收費。 

第十條 

停泊本島之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勸導改善，而未改善者，得廢止其停泊許可，

並自廢止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停泊之申請： 

一、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禁止停泊或離開之命令。 

二、未依第七條規定配置解說導覽員。 

有第八條規定之情形，五年內累計廢止停泊許可二次以上者，二年內不受理停泊之申請。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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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權壹字第1090248353號 

主旨：有關「基隆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申請退還地政規費簡化作業注意事項」，自即日

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旨揭廢止案，業經本府109年9月29日第18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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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消調壹字第1090340274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火災鑑定會設置及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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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第1873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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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消防局(火災預

防科、災害搶救科、災害管理科、緊急救護科、救災教護指揮科、督察科、行政

科、車輛保養場、第一救災救護大隊、第二救災救護大隊、各消防分隊、火災調

查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火災鑑定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8年 7月 22日基消調壹字第 0980006293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9日基消調壹字第 1060006262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11月 17日府授消調壹字第 1090340274號函修正第 1、3、6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火災鑑定工作之推動，以確保民眾權益，特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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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火災鑑定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內火災案件之鑑定。 

(二)其他消防機關移請鑑定之重大火災案件。 

(三)司法機關囑託鑑定之火災案件。 

(四)火災鑑定之新技術、新設備蒐集、研究、適用及改進事項之審議或諮詢。 

(五)火災受害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消防機關調查結果之火災案件，請求重新認定。 

    但已進入司法機關偵查或訴訟程序者，非經各該機關囑託，不予受理。 

三、本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消防局局長兼任；一人為副主

任委員，由消防局副局長兼任；其餘委員得由火災預防、災害搶救、火災調查、建

築管理、刑事警察等業務單位主管派(兼)外，並得聘請具消防、刑事、鑑識、電力、

建築、物理、化學、機械、工業安全、土木或結構、法律等專長之專家學者擔任；

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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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調查鑑定火災案件之需要，必要時得專案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其任期至專案

結束時屆滿，人數不受第一項總人數限制。                                   

第一項委員之聘任應報內政部備查。    

四、本會置秘書一人，幹事一人至五人，由本市消防局指派所屬消防人員兼任，承主任

委員之命，辦理本會幕僚業務。 

五、本會辦理第二點事項，得委請相關專業機關(構)、團體或學校等單位進行有關證物

之實驗、測試、鑑定及鑑識等事項。                                          

本市於重大火災案件發生時或發生後，本會得派員會同消防機關至現場瞭解狀況，

作成勘查紀錄，供日後參考。 

六、本會受理案件如下: 

（一）消防機關於調查鑑定遇有原因不明或顯有調查鑑定之困難者。 

（二）火災受害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消防機關火災調查資料或調查鑑定結果不服，請求

重新認定者。 

（三）司法機關囑託鑑定之火災案件。 

（四）其他直轄市及縣（市）消防機關移請鑑定之重大火災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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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二款之申請，火災受害人或利害關係人應於收到火災調查資料次日起十五

日內附具理由，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並經由消防機關向本會申請認定;消防

機關應併同該案卷證送本會審議。                                          

申請書未附具理由或所附理由與申請認定無關者，應通知申請人於十日內補正，

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本會受理第一項之申請後，應至現場勘查，並於一個月內召開會議。 

七、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並

應有超過半數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本會受理案件作成決議後，除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請求重新認定之火災案件，應

製作火災調查資料認定書(格式如附件二)外，應製作火災原因鑑定書。 

八、本會召開會議，必要時得通知利害關係人到會說明，並列入紀錄。但利害關係人

應於決議前退席。                                                      

利害關係人經通知而未列席會議，除將拒絕情形記錄外，本會得依其他人員之陳

述或有關資料逕行鑑定，必要時並得邀請其他相關專家或機關派員列席提供意見。                                      

本會召開會議應副知內政部。   

九、本會所製作之火災原因鑑定書、火災調查資料認定書及其他對外行文，應以本府

名義行之。                                                            

前項火災調查資料認定書應送交申請人，並送回原調查之消防機關。火災案件除

已進入司法機關訴訟程序外，申請人收到火災調查資料認定書仍不服者，得於收

到日起十五日內，檢附理由向內政部消防署申請再認定。 

十、本會委員關於案件審議、決議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

規定辦理。 

 十一、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以解聘： 

(一)曾受刑事有罪判決確定。 

(二)經通知出席，無故連續三次不到。 

(三)洩露案情或行為不當致有損本會名譽。 

(四)重病或長期出國無法出席會議。 

(五)本人提出辭呈。 

十二、本會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三、本會每年至少應召開檢討會務及技術研究事宜會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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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基隆市政府火災鑑定會火災認定申請書 

                                                                   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住 （ 居 ） 所 、 聯 絡 電 話 
簽章

欄 

申請人 地址： 

 

電話：(H)       (O) 

傳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法人、團體名稱： 

(代表人或管理人，請於申請人欄位填妥資料) 

立案證號： 

地址： 

 

代理人： 

與申請人關

係：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

證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H)      (O)          

 

火災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火災地點： 

申請認定理由： 

 

 

 

申請人與這次火災關係：□1起火戶 □2延燒戶 □3火災利害關係人 

申請項目：□1起火時間  □2起火地點  □3起火處  □4起火原因 

 此致   

基隆市政府火災鑑定會 

主管部門處

理欄 

申請人身分確認

欄 

□親自申請□委任申請 

□(1)國民身分證□(2)護照□(3)健保卡□(4)其他

(         ) 

是否受理 

(請敘明理由)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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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基隆市政府火災調查資料認定書 
                                                                 編號：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申請人姓名：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人地址：               

本案認定如下： 

起火時間  

起火地點  

起火處  

起火原因  

備註  

基隆市政府 

市長 ○○○ 

註： 

一、 火災案件除已進入司法機關訴訟程序外，火災受害人或利害關係人收到鑑委會火災

調查資料認定書不服請求認定時，得於收到日十五日內陳述理由向內政部消防署

(火災鑑定會)申請再認定。 

二、內政部消防署(火災鑑定會)受理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 200號 8樓；聯絡

電話：(02)8911-4119，轉火災調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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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1月30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使壹字第1090256316號 

主旨：有關「基隆市建築物公共安全之構造與設備檢查作業程序」，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請查照。 

說明：旨揭廢止案業經本府109年11月3日第1875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消防局、基隆市環境保護局、基隆市衛生局、本府產業發

展處(工商管理科)社團法人基隆市建築師公會、基隆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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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都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2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農壹字第1090257537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政府農業用地及農舍稽查小組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

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09年10月27日第18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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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農業用地及農舍稽查小組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12 月 2 日基府產農壹字第 1090257537 號函頒全文 8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確保農舍

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特設農業用地及農舍稽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

定本要點。 

二、 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農業用地及農舍違法使用之取締及稽查。 

（二）農業用地及農舍年度稽查計畫之擬定。 

（三）農業用地及農舍取締及稽查辦理情形之檢討。 

三、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產業發展處處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府產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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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處副處長兼任，其餘成員由本府地政處、都市發展處、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及民政

處等主管單位副處長兼任之。 

四、 本小組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五、 本小組執行稽查採任務編組，置組長一人，由本府產業發展處農漁管理科科長兼

任；稽查人員若干人，由本府產業發展處、都市發展處、地政處、觀光及城市行銷

處、民政處及區公所依權責派員參加。 

六、 本小組執行稽查任務，依業務職掌分工如下： 

(一) 本府產業發展處 

1. 稽查作業之推動及違規行為之移送。 

2. 農舍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 

3. 違反水土保持法相關規定之處理。 

4. 違反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有關農民資格之處理。 

(二) 本府都市發展處： 

1. 農舍使用執照造冊列管。 

2. 建築物違反建築法規之查處。 

3. 違反都市計畫法之查處。 

(三) 本府地政處：違反區域計畫法之查處。 

(四) 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利用農舍違規使用經營民宿之認定。 

(五) 本府民政處：利用農舍違規使用作為寺廟之認定。 

(六) 本市各區公所：農業用地及農舍違規使用之協同認定。 

七、 本小組執行稽查作業方式如下。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 以前年度取得農舍使用執照案件數至少抽取百分之三十為抽查案件數。但前一

年度取得農舍使用執照者列為優先稽查對象。 

(二) 於次年度二月前將處理結果函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八、 本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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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工壹字第1090257977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獎懲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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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第1875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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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系統)、本府產業發展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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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農漁工程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考核獎懲要點 
中華民國 96年 12月 17日基府海工貳字第 0960162518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8日基府產工貳字第 0970115850號函頒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3日基府產工壹字第 1090257977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8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基隆市各區公所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

制止工作績效之考核獎懲，特訂定本要點。 

二、考核之綜合業務由本府產業發展處(以下簡稱主辦單位)辦理。 

三、本府應於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考核各區公所辦理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

工作績效。 

  前項考核各區公所應備妥年度工作成果報告及各項資料，函送主辦單位。 

四、考核項目、評分方式及配分標準如附表ㄧ。 

五、考核結果之獎懲標準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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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基隆市各區公所辦理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 

考核評分基準表 

區

分 
考 核 項 目 配分(分) 評 分 衡 量 基 準 實得分數 

一 山坡地巡查紀錄報表 10 
5 

1.於限期內是否依規送達山坡地巡

查紀錄報表、山坡地巡查工作是否

確實、是否隨時函報巡查人員異動

情形。 

 

5 2.報表紀錄方式。  

二 違規使用山坡地查報表 15 
5 

2.表單各欄位填列內容之完整及清

晰。 
 
 

10 
3.查報情形之妥適性(是否確屬水土

保持法中之違規情事等)。 
 

三 
上級交查山坡地資訊

案件 

衛星變異點 15 15 查復速度及詳實性。 
 

檢舉案 15 15 查復速度及詳實性。  

四 主動查報率 20 
公所主動查報案件與年度總違規案

件之比例。 
 

五 違規使用山坡地案件之制止作業 10 

發現山坡地違規案件後，除口頭制止

外，是否有具體制止措施(如立告示

牌、主動通知違規人或地主及其它作

為等)。 

 

六 上年度考核缺失改進情形 10 檢視上年度考核缺失改進處理情形。  

七 創新作為 5 管理方法創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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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基隆市各區公所辦理山坡地水土保持違規之查報與制止工作績效 

考核結果之獎懲標準表 

考 核 結 果 獎 懲 標 準 
評 分 相關主管、主辦人及巡查人員 備註 

90 分以上 各記功一次 

 

80~89 分 各嘉獎二次 
70~79 分 各嘉獎一次 
60~69 分 不予獎懲 
50~59 分 各申誡一次 
40~49 分 各申誡二次 
39 分以下 各記過一次 

較上年度進步 10 分以上者 各嘉獎一次 

負責巡查區內發生違規未主動

查報件數達五件者 
巡查員申誡一次 

每超過五件加

重申誡一次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8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圖壹字第1090009435號 

主旨：檢送「基隆市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1份，並自即日起實施，

請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09年11月24日第1876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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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人事處、本府政風處、本府主計處、本府消保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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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文化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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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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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圖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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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8日府授文圖壹字第 1090009435號函頒全文 9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圖書館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特設基隆市（以

下簡稱本市）公共圖書館事業發展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圖書館基本方針、制度、法規及重要計畫或方案之諮詢。 

(二) 本市圖書館事業發展等事宜之諮詢。 

三、 本會置委員十六至二十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由本市文化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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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各區區長。 

(五) 專家學者三至五人。 

(六) 本市教師代表一至三人。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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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議每年召開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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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因故無法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

代理主席，副主任委員亦因故無法出席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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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市文化局圖書資訊科科長兼任；置幹事一人，由本市文化

局指派現職人員兼任，負責本會行政業務。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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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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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21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權壹字第1090261207號 

主旨：有關「基隆市政府所屬地政事務所核發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作業要點」，自

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旨揭廢止案，業經本府109年12月8日第1878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基隆市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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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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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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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醫貳字第1090350383A號 

主旨：檢送本市指定精神專科醫師公告影本乙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行政處法制科，請惠予協助刊登市府公報。 

正本：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新竹市政府衛生局、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彰化縣政府衛生局、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雲林縣政府衛生局、

嘉義縣政府衛生局、嘉義市政府衛生局、屏東縣政府衛生局、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花蓮縣政府衛生局、台東縣政府衛生局、澎湖縣政府衛生局、金門縣政府衛生局、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基

隆民眾診療服務處、基隆市立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

醫院、新昆明醫院、南光神經精神科醫院、維德醫療社團財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

暘基醫院 

副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衛生福利部、

基隆市衛生局醫政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醫貳字第1090350383B號 

主旨：公告新增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32條第5項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第1項及第7條規定辦

理。 

公告事項：  

一、新增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杜宗翰醫師、陳枻志醫師、林哲名醫師

為本市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其指定之有效期間為六年：字中華民國109月9月24

日起至115年9月23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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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精神專科醫師受本府委託辦理嚴重病人強制住院鑑定及強制社區治療診斷。 

三、指定醫師應六年接受十八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核可，由相關機構、

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四、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其指定資格失其效力，若違反精神衛生法

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府依法廢止其指定。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08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權貳字第1090248512A號 

主旨：本市開業地政士吳廷書違反地政士法一案，經本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審議決議應

予停止執行業務6個月，期間自民國109年10月19日起至110年4月18日止，報請備

查，請鑒核。 

說明：  

一、依地政士法第48條及本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組織設置及作業要點第10點規定辦

理。 

二、檢附本府109年度地懲字第1號懲戒決定書1份。 

正本：內政部 

副本：各縣市政府、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基隆市地政士公會、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請

協助刊登公報)(紙本)、本府地政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地政士懲戒決定書           109年度地懲字第 1號 

被付懲戒人：吳廷書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F1231***** 

住址：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號  

地政士證書字號：（89）台內地登字第 023992號 

開業執照字號：（108）基土登字第 000180號 

事務所名稱：政大地政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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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125號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地政士法第 13條、第 14條、第 17條、第 28條及第 27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懲戒一案，經召開本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 109年第 1次會議審議，決議如下： 

主  文 

被付懲戒人違反地政士法第 13條、第 14條、第 17條、第 28條及第 27條第 2項規定，

予以停止執行業務 6個月之處分，期間自民國 109年 10月 19日起至 110年 4月 18日止。 

 

事  實 

一、緣地政士吳廷書於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29巷 14號成立祥昇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事

務所，93年 7月 12日更名為吳廷書地政士事務所，96年 3月 3日僱用駱〇茹為登

記助理員，並經備查在案。案經本府 107年 5月 23日受理不動產消費糾紛過程中，

查獲本市七堵區明德二路 15之 43號 11樓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內，地政士欄位同時

載有吳廷書及駱〇茹字樣，惟僅有加蓋駱〇茹之私章，涉違反地政士法第 17條規

定：「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

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本府復又於 107年 12月 24日辦理不動產

消費糾紛過程中，又查獲政大代書事務所放置之名片，上載有地政士駱〇茹字樣之

名片。 

二、本府 108年 4月 18日辦理政大代書事務所業務查核，該事務所懸掛之地政士開業執

照為吳廷書，惟現場之事務所名稱及地址與內政部不動產服務業管理作業系統所載

之吳廷書地政士事務所(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29巷 14號)不符，且其所設

市招亦未標明地政士字樣。 

三、 本府 108年 5月 3日辦理新豐公司業務查核時，再查獲本市中正區新豐街 228號 3

樓之不動產買賣契約內，地政士欄位亦同時載吳廷書及駱〇茹字樣而僅有駱〇茹私

章，且經新豐公司表示：「該案地政士吳廷書當日委由駱〇茹協助簽約」。 

四、另於 108年 6月 11日函請本市七堵區明德二路 15之 43號 11樓買賣案之買方洪○

嘉先生說明本案案情，回復略以：「駱小姐僅提供其名片表明其身分...辦理產權移

轉時，實際文件受文者皆是駱小姐本人，含收取結算費用，亦是駱〇茹代書全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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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當日駱〇茹小姐提供載有駱〇茹地政士字樣之名片。 

五、本府依地政士法第 47條規定於 108年 7月 22日以基府地價貳字第 1080152310號函

通知吳地政士，請其於 20日內提出答辯書或到府陳述，其答辯如下： 

（一）吳廷書地政士因不熟悉法規未於事務所標明地政士之字樣，今事務所已標明

地政士之字樣，懇請貴單位酌情懲處。 

（二）吳廷書地政士99年8月18日於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29巷4號開業，之後在基隆

市東信路125號執業，經新北市政府通知後於108年6月28日將開業地址遷至基

隆市東信路125號，因不知開業地址須與執業地址相同，請貴單位酌情懲處。 

（三）另吳廷書地政士107年5月23日及108年5月3日本來可以親自到場簽約，但因太

忙，故委請登記助理員駱〇茹代為辦理，吳廷書知錯深感抱歉；往後必定親

自處理，懇請貴單位酌情懲處。 

六、復經本府 108年 10月 3日基府地價貳字第 1080071537號函，請吳廷書地政士提供

近二年來受託案件業務紀錄簿連同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及收據，於同年 10月 15

日前提報本府；惟吳廷書地政士表示因時間緊迫無法提供，本府同意延長至同年 11

月 1日前提供，後經本府 108年 11月 26日派員至吳廷書地政士事務所辦理業務訪

查，現場僅提供業務紀錄簿供檢查，其餘資料表示須去個資為由故未提供，再經本

府同年 12月 2日去函吳廷書表示，請吳廷書地政士務必依本府 108年 10月 3日基

府地價貳字第 1080071537號函內容，提供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私契)影本及收據影

本，惟迄今仍未收到相關資料。 

七、本府依上開事實，於 109年 9月 17日召開本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 109年第 1次會

議審議。 

 

理  由 

一、地政士法第 13條「地政士事務所名稱，應標明地政士之字樣。」、第 14條「地政士

事務所遷移於原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管轄以外之區域時，應重新申

請登記。」；本府於 108年 4月 18日派員至政大地政士事務所辦理業務查核，當日

現場所懸掛招牌僅載明政大代書事務所，而本府係於 108年 6月 28日受理吳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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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士申請事務所遷入本市重新開業登記，因此違反地政士法第 13條、第 14條之

規定之事實明確。 

二、地政士法第 17條、第 27條第二款「地政士應自己處理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

另有習慣或有不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理。」、「地政士不得有

下列行為：二、允諾他人假藉其名義執行業務。」；經本府所查獲之本市七堵區明

德二路 15之 43號 11樓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本市中正區新豐街 228號 3樓之不

動產買賣契約書，地政士欄位同時載吳廷書及駱〇茹字樣而僅有駱〇茹私章，經本

府函詢不動產經紀業者表示略以「地政士吳廷書未到場，委由駱〇茹協助簽約」，

並經本府去函本市七堵區明德二路 15之 43號 11樓之買方(洪○嘉)，據其表示「駱

小姐僅提供其名片表明其身分...辦理產權移轉時，實際文件受文者皆是駱小姐本

人，含收取結算費用，亦是駱〇茹代書全權處理」，經吳地政士表示（陳述說明書）

「…因太忙，故委請登記助理員駱〇茹代為辦理…」，吳地政士委託駱女士辦理地

政士業務，逾越登記助理員得行使之業務範圍，且所查獲之 2件買賣登記案均為駱

女士於現場協助簽約，爰此未親自處理受託業務及允諾他人假藉其名義執行業務之

事實明確。 

三、地政士法第 28條「地政士執行業務所為之登記案件，主管機關或轄區登記機關認為

有必要時，得查詢或取閱地政士之有關文件，地政士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本

府數次函請業者提供二年內受託案件業務紀錄簿連同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影本及收

據等，皆以時間倉促、要求延長時間、或以個資法為由拒絕現場提供，爰此，規避

主管機關或轄區登記機關查閱有關文件之事實已臻明確。 

四、基於懲戒事件確同時違反第 13條、第 14條、第 17條、第 28條及第 27條第 2項規

定，依據地政士法第 43 條及第 44 條規定(違反第 13 條應予警告或申誡)、(違

反第 14 條應予警告或申誡)、(違反第 17 條應予警告或申誡)、(違反第 27 條第

2款應予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或除名之處分)、(違反第 28 條應予申誡

或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或除名之處分。)，本件懲戒事件決議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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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蘇昱彰 

委員  陳俊德 

委員  余淑芬 

委員  蘇銘聰 

委員  陳雅萍 

委員  簡寶秀 

委員  沈志欽 

委員  張景傳 

委員  蔡祥堂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0 月 6 日 

 

如不服本懲戒決定，自本決定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依訴願法第 14條及第 58條規定，

繕具訴願書，向本府（地政處）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並

將副本抄送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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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0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59586A號 

主旨：檢送碧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綜丙F字第A06941號）申請自109年11月1日起停止營

業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碧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109年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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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本府都市發展

處建築管理科、基隆市稅務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0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59586B號 

主旨：公告碧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綜丙F字第A06941號）申請自109年11月1日起停止營

業，請周知。 

依據：碧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109年12月2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碧嵐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530巷86號9樓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86948980 

四、負責人姓名：陳正和 

五、營造業等級：丙等 

六、登記證字號：A0694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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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138916A號 

主旨：檢送本市109~110年度港區地籍圖重測第一期範圍結果圖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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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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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 

正本：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7份，請協助轉交通化、健民、仁正、中

興、民治、中山里辦公處)、基隆市仁愛區公所(4份，請協助轉交文昌、新店、

仁德里辦公處)、基隆市中正區公所(6份，港通、中船、正船、入船、正砂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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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138916B號 

主旨：公告本市109~110年度港區地籍圖重測第一期範圍結果圖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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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測範圍：本市港區周圍土地(如附件，詳見公告清冊)。 

二、公告期間：自109年10月14日至109年1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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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會議室(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64號3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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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48486A號 

主旨：檢送榮景工程有限公司（綜丙F字第F00053號）申請自109年9月24日起停止營業及

專任工程人員離職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榮景工程有限公司109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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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本府都市發展

處建築管理科、基隆市稅務局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48486B號 

主旨：公告榮景工程有限公司（綜丙F字第F00053號）申請自109年9月24日起停止營業及

專任工程人員離職，請周知。 

依據：榮景工程有限公司109年9月30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榮景工程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164之3號8樓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54255346 

四、負責人姓名：游鐘鳴 

五、營造業等級：丙等 

六、登記證字號：F00053-000號 

七、專任工程人員：許盛隆（土木技師─F10176****）自109年9月30日起離職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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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062309A號 

主旨：檢送本市110年度七堵區地籍圖重測區範圍圖及土地所有權人應行注意事項公告文

1份，請惠予協助張貼公告，請查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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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土地法第46條之1、第46條之2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有關規定暨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109年10月14日測重字第1091565228號函(如附)辦理。 

二、請基隆市地政事務所依上開函說明二辦理後續事宜。 

正本：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基隆市七堵區公所(共計4份，請協助轉交自強里、八德里、

長興里辦公處)、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共計2份，請協助轉交五福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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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地政處、本府都市發展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062309B號 

主旨：公告本市110年度七堵區地籍圖重測區範圍圖及土地所有權人應行注意事項。 

依據：  

一、依據土地法第46條之1、第46條之2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有關規定。 

二、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109年10月14日測重字第1091565228號函核定基隆市七堵區

地籍圖重測區範圍圖。 

公告事項：  

一、本市七堵區鶯歌石段石厝坑小段、草濫段小坑小段及八堵段八堵北小段為日據時

期沿用至今之地籍圖，因年代久遠，致圖紙伸縮、破損嚴重，且受土地分割、

天然地形變遷及人為界址變動等影響，常有圖、地、簿不符情形，加上施測當

時技術、設備及比例尺過小等影響，精度難以符合時代需求，影響公私財產權

益甚鉅，為達到公平課稅，維護人民權益，並提供精確地籍圖資作為開發建設

及建構地理資訊系統之基礎，核定列為110年度辦理重測區域。茲為便利土地所

有權人(管理人)了解地籍圖重測各項手續，有關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一)地籍圖重測期間，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接到地籍調查通知時，應依照指定

日期地點，攜帶國民身分證、私章，在重測土地之界址點設立界標，到場指

界接受地籍調查，並就地籍調查表上相關欄位記載之內容是否確實，界址標

示欄所記的位置與略圖上記載是否一致，請土地所有權人在調查表上每一欄

內逐項認定，確認無誤後，再予簽名或蓋章。 

(二)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如因指界不一致發生界址爭議時，先由地籍調查人員及地

政事務所就爭議情形予以協調，如還不能解決時，再由本市區域性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予以調處。土地所有權人接到上項調處結果通知倘有不服時，

應於接到通知書15日內訴請法院審理。 

(三)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如未於地政機關通知之限期內，自行設立界標並到場

指界者，得依土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各款之規定逕行施測。 

(四)土地所有權人如因故不能到場指界，設立標界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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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五)土地所有權人如已死亡而未辦竣繼承登記者，應由合法繼承人檢具有關證明

文件到場辦理指界手續。 

(六)土地所有權人如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者，應由法定代理人檢具有關證明

文件到場辦理指界手續。 

(七)共有土地之界址，得由部分共有人到場指界，到場指界共有人未能共同認定

而發生指界不一致者，應由到場之共有人自行協議後於7日內認定之。其未能

於期限內協議者，依土地法第46條之2第1項各款之規定逕行施測。 

(八)公有土地(國有土地、直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或鄉【鎮、市】有之土

地)，應由管理機關指人員並持具致地政機關公函到場指界。 

(九)地籍圖重測之結果，地政機關應將有關重測成果清冊、地籍公告圖及地籍調

查表，以展覽方式公告30天,並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公告期滿，土地所

有權人無異議者，地政機關即據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並將登記結果以

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限期申請換(註)書狀。因此請土地所有權人如收到地

政機關重測結果之通知書時，請在公告期間內前往公告場所閱覽，以保障自

身之權益。 

(十)地籍圖重測區所設置之永久測量標應妥為保護，如非依法定程序移動或無故

損壞者，依「國土測繪法」予以處罰。 

(十一)辦理重測過程中如對重測工作有任何疑義事項，請親至本市地政事務所或

電洽有關承辦人員詢問，屆時各承辦人員將會對所提問題及疑義事項詳細解

說。 

二、檢附本市110年度七堵區地籍圖重測區範圍圖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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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51050A號 

主旨：檢送建惟工程有限公司（土F字第F90107-000號）申請自109年10月8日起停止營業

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建惟工程有限公司10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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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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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2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090251050B號 

主旨：公告建惟工程有限公司（土F字第F90107-000號）申請自109年10月8日起停止營業，

請周知。 

依據：建惟工程有限公司109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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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惟工程有限公司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二街62巷13號3樓 

三、負責人姓名：簡慶豐 

四、登記證字號：土F字第F9010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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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0月27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140957A號 

主旨：檢送本市109年度安樂區大武崙段內寮小段及港口段地籍圖重測區部分土地重測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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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4份，請協助轉交、鶯歌里、內寮里、

新崙里辦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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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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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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測貳字第1090140957B號 

主旨：本市109年度安樂區大武崙段內寮小段及港口段地籍圖重測區部分土地重測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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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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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測範圍：本市安樂區大武崙段內寮小段及港口段部分地號土地(如附件，詳見

公告重測範圍圖)。 

二、公告期間：自109年11月2日至109年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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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地政事務所(地址：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64號3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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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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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下列土地因界址爭議、圖簿不符及辦理公示送達等情事，尚無重測成果，正依

法處理中：基隆市安樂區大武崙段內寮小段484-25地號等63筆土地及港口段

57-2地號等8筆土地，合計71筆土地(如附件，基隆市109年度安樂區地籍圖重測

區列入不公告地號一覽表)。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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