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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110219022A號 

主旨：公布修正「基隆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請查照。 

說明：旨揭自治條例業經基隆市議會第19屆第19、20次臨時會議決修正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7日 

發文字號：基府綜法壹字第1110219022B號 

公布修正「基隆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附修正「基隆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03年 4月 14日基府行法壹字第 1030213864B號令公布全文 15條 

中華民國 111年 4年 27日基府綜法壹字第 1110219022B 號令修正第 1條、第 3至第 10條、第 

                           12至第 15條、第 17至 18條；新增第 2條、第 11條、第 16條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公民投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制定之。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單位為本府民政處。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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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一、地方自治條例之複決。 

二、地方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創制。 

三、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薪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之提案。 

第四條 

本市市民，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年滿十八歲，未受監護宣告者，有公民投票權。 

第五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人，在本市繼續居住六個月以上，得為本市公民投票案之提案人、連署

人及投票權人。 

提案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提案提出日為準；連署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

以算至連署人名冊提出日為準；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

為準，並均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前項投票權人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於重行投票時，仍以算至原投票日前一日為準。 

第六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檢具公民投票案主文、理由書及提案人名冊正

本、影本各一份，向本府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限，理由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為限，

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提案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填具本人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並分區別裝訂成冊。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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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案連署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本市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之四以上。 

第八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表件不合第六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未依第六條第三項分區別裝訂成

冊或提案人名冊不足前條規定之提案人數者，本府應不予受理。 

本府於收到公民投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經審查有下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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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或經補正仍不符規定者，應予以駁回： 

一、提案非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本市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二、提案有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情事者。 



3 

 

 

 

三、提案內容不能瞭解其提案真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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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第二條第三項規定者，本府應予駁回。 

第九條 

公民投票案經本府審查合於規定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一、提案人不合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資格。 

二、提案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 

三、提案人名冊未經提案人簽名或蓋章。 

四、提案人提案，有偽造情事。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其提案人數不足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時，本府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

人於三十日內補提，並以一次為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該提案應

予駁回。 

第十條 

提案符合本自治條例規定者，本府應依該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相關機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三

十日內提出意見書；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意見書以二千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

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本府彙集相關機關意見書後，應即移送基隆市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委會），辦理公民

投票事項。 

第十一條 

選委會收到提案後，應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於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自行

印製，徵求連署；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連署。 

第十二條 

公民投票案於選委會通知連署前，得經提案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由提案人之領銜

人以書面撤回之。 

第十三條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名冊，應由提案人之領銜人，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之次日起六個月

內，向選委會提出；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連署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填具本人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戶籍地址，並分區別裝訂成冊，以正本、影本各一份向選委會提出。 

公民投票案依第一項或第十一條規定視為放棄連署者，自視為放棄連署之日起，原提案

人於二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出之。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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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會收到連署人名冊後，經審查連署人數不足前條第一項之規定、或未依前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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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除： 

一、連署人不合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資格。 

二、連署人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戶籍地址書寫錯誤或不明。 

三、連署人名冊未經連署人簽名或蓋章。 

四、連署人連署，有偽造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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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案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號；連署人數不合規定者，選委會應通知提案

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提，並以一次為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不補提者，

選委會應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告。 

第十五條 

選委會應在電視頻道提供時段，舉辦至少一場發表會或辯論會，供正反意見支持者發表

意見或進行辯論。 

前項電視時段由選委會洽商電視臺或指定本市有線電視臺提供；其實施程序，準用全國

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規定。 

發表會或辯論會應網路直播，其錄影、錄音並應公開於選委會之網站。 

第十六條 

辦理本市公民投票之經費，由本府依法編列預算。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4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海壹字第1110214646A號 

主旨：發布「基隆市遊艇泊區使用管理辦法」，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111年3月15日第1933次市務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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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附發布令1份。 

正本：基隆市議會、本府各局處、本府所屬機關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政府公報及法規資料庫)、本府產業發展處海洋及

農漁發展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4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海壹字第1110214646B號 

發布「基隆市遊艇泊區使用管理辦法」。 

  附「基隆市遊艇泊區使用管理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遊艇泊區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11 年 5月 4日基府產海壹字第 1110214646B號令發布全文 12條 

第一條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遊艇泊區，特依地方

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本市遊艇泊區。 

          開放遊艇泊區及船席，由本府公告之。 

第三條 本辦法名詞定義如下： 

一、 遊艇港：指主要供遊艇使用之港。 

二、  遊艇港區域：指依第二條規定劃定遊艇港區域內之水域及遊艇港建

設、開發與港區設施所需之陸上地區。 

三、  管理站：由本府指派人員或委託勞務進駐遊艇港之管理辦公處所。 

四、  港區設施：指在遊艇港區域內之下列設施： 

(一)  基本設施：指供遊艇出入、停泊、放置、吊掛及安全維護、管理設施。 

(二)  公共設施：指非以營利為目的供一般民眾使用休憩之設施。 

(三) 一般設施：指公用事業設施、相關產業設施及輔助遊艇港功能之其他

必要設施。 

五、  船席：指碼頭、浮筒或其他繫船設施及供船舶停靠之水域。 

六、  艇庫：指放置船舶之陸上集中停船區。 

七、  船舶駕駛人：指船舶之操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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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船主：指船舶之所有人。 

第四條 進出遊艇港應經許可並停泊至指定船席或艇庫。但因發生緊急危難並依管理

站人員指示進行停泊作業者，不在此限。 

          前項船席之申請及應檢附文件等相關規定，由本府公告之。 

          依前項規定取得之船席不得轉讓、出租或設定負擔。但因繼承或配偶、二親

等血親間之移轉船籍，並經本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者，本府得立即收回船席。 

第五條 申請使用港區設施之船舶，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 領有主管機關所核發合格船舶證照。 

二、  船舶駕駛人持有主管機關所核發合格或認可之有效船舶駕駛執照。 

三、  非本國籍之船舶，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境許可證。 

第六條 在遊艇港區域內為下列行為，應經本府許可： 

一、 打撈沉船、物資或漂流物。 

二、  設置浮標、定標。 

三、  在水面浮標、定標或其他航路標誌上，拴繫繩或船具。 

四、  拆解船舶。 

五、  測試船舶航行設備或儀器。 

六、  在港區內陸地上放置船舶或其他物料。 

七、  敷設、變更、或拆除給水、排水、電力、電信、瓦斯等管道及設備。 

八、  船舶舉辦船上活動或其他船舶作業，委請外包廠商或合作單位進入遊

艇港區域。 

九、 機關或人民團體辦理相關活動。 

十、  載運危險物品或非供遊艇使用之設備進入港區範圍。 

十一、 使用一般設施。 

十二、 其他經本府基於維護遊艇港安全、環境衛生及船舶航行需要，公告

應經核准之行為。 

第七條 在遊艇港區域內，不得為下列行為： 

一、 游泳、潛水、釣魚、採（捕、獵）或養殖水產動植物。 

二、 危害安全及妨礙船舶航行行為。 

三、 排放有毒物質、有害物質、廢油。 

四、 其他經本府或其他機關依法公告禁止之行為。 

第八條 違反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者，本府得視其情節輕重停止受理其船席申請六個

月至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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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船舶停泊本市遊艇泊區，每日停泊費收費基準如下： 

一、 浮動碼頭以船席長度計算： 

(一)  十公尺：新臺幣四百元。 

(二)  十五公尺：新臺幣六百元。 

(三)  十八公尺：新臺幣七百二十元。 

(四)  二十公尺：新臺幣八百元。 

(五)  三十公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二、  以船舶平行岸壁碼頭停泊者，以船舶全長（Length Overall；LOA）計

算，且長度以公尺為最小單位，未滿一公尺者，以一公尺計： 

(一)  十公尺以下：新臺幣二百元。 

(二)  超過十公尺至二十公尺以下：每公尺新臺幣二十元。 

(三) 超過二十公尺至三十公尺以下：每公尺新臺幣二十五元。 

(四)  超過三十公尺至五十公尺以下：每公尺新臺幣三十五元。 

(五)  超過五十公尺：每公尺新臺幣五十元。 

三、 以船舶垂直岸壁碼頭停泊者，以船寬五公尺以下為限，每船新臺幣一

百元。 

          前項收費，其停泊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並於申請時完成繳納。 

          第一項收費基準，因港區建設或實際管理需求要求遷移或變更船席者，本府

得公告調整之。 

第十條 船舶或動力車輛未經核准任意進入遊艇港區域，或進港後不依規定區域停泊

(置)者，本府得逕予移泊(置)；所生費用，由船主、船舶駕駛人、動力車輛駕

駛人或違規行為人負擔。 

第十一條 遊艇泊區經費收支應依預算程序辦理，其收入限使用於遊艇港區域管理、開

發、清潔與遊艇產業發展相關用途。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110217962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發布令乙份，請查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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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案業經本府111年3月1日第1932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旨揭發布令乙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機關、本府所屬學校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本府法規資料庫)、民政處(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110217962B號 

修正「基隆市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基隆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

理辦法」。 

附修正「基隆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89年12月29日基府社行壹字第11593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99年12月30日基府民禮壹字第0990190172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3月11日基隆市政府基府行法壹字第 1020147953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4年8月14日基府民禮壹字第1040231507B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5月17日基府民禮壹字第1110217962B號令修正1、3、7、9、

10、13、14、15、16、19、20、21、23、24、27、30條，刪除原第2、5、6、8、11、 

12、17、18、22、25、26、28、29條；增訂第4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基隆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

本自治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基隆市政府，管理機關為基隆市立殯葬管理所(以下簡稱殯葬

所)。 

第三條 使用公立殯葬設施及服務應依規定繳納規費，收費標準如附表。 

第四條 亡者非設籍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者，依下列規定收費： 

一、公立公墓依本市籍亡者收費標準三倍收取。 

二、公立骨灰(骸)存放設施依本市籍亡者收費標準三倍收取。 

三、連續設籍本市三年以上之現籍市民，其配偶或直系血親使用本市公立骨灰

（骸）存放設施者，依本市籍亡者收費標準二倍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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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埋葬於本市公立公墓或因公共工程辦理遷葬作業之亡者，使用本市公立

骨灰(骸)存放設施者，依本市籍亡者收費標準收取。 

五、埋葬地點為本市，因年代久遠經戶政機關查證無亡者戶籍資料，且經本市

轄區公所核發起掘許可證明者，依本市籍亡者收費標準收取。 

因天災事變或特殊原因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免收前項費用。 

第五條 使用殯儀館設施，應由亡者家屬填具申請書。 

前項非家屬親自申請者，應檢附家屬委託書。但法令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無名屍體由移送之檢警單位憑證明文件申請入館。 

第七條 送入殯儀館之屍體帶有財物者，殯葬所應會同家屬清查列冊後領回。 

        無名屍體所帶財物，由移送之檢警單位收存列冊保管。 

第八條 屍體收殮或運出前，應由遺族、家屬或受委託人確認無誤，並於鑑認卡具結簽

字後，始得封棺或運出。 

第九條 家祭室、禮堂、停棺室之使用，應依原申請項目、時間使用，不得任意變更；

使用後應恢復原狀，如有損壞應照價賠償。 

第十條 殯儀館內不得焚燒紙厝及庫錢。 

場地使用完畢後，花圈、什物等應立即自行清除。 

祭典儀式音量不得違反噪音管制法規定之管制標準。 

第十一條 使用火化場，應檢附火化許可證明並繳納使用規費，依核定日期提交火化場

管理人員後，始得火化。 

死亡未逾二十四小時者不得火化。 

第十二條 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應向殯葬所填具申請書、檢附火化許可或起掘（洗

骨）許可等相關證明文件，並繳納使用規費後，提交骨灰（骸）存放設施管

理員按申請核准位置安置。 

第十三條 經核准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者，應於核准日起二個月內存放，逾期者取

消使用權，已繳納費用不予退還。 

存放之骨灰（骸）罐應依骨灰（骸）存放設施之規格存放。 

退存放骨灰（骸）存放設施者，應向殯葬所申請，已繳納費用不予退還，如

需再行使用時，應重新申請繳費。 

第十四條 骨灰（骸）存放設施內除骨灰（骸）罐及靈位牌外，不得置放其他物品，並

不得焚燒紙錢。 

第十五條 使用公墓應填具申請書、切結書，檢附埋葬許可證明，並繳納使用規費後，

依核准之墓地使用。 

第十六條 公墓每一墓基面積不得超過十六平方公尺，埋葬時棺面應深入地面七十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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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墓頂最高不得超過地面一公尺五十公分，墓穴並應嚴密封固。 

第十七條   各項公立殯葬設施應置管理人員，並備簿冊登記下列事項： 

一、死者姓名、性別及生、死年月日。 

二、使用日期。 

三、使用地點或位置。 

四、死者主要家屬或關係人之姓名、地址、通訊處、連絡電話及其與死者

之關係。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基隆市公立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標準表 

（一）殯儀館： 

項目 單位 
數

量 

收費金

額 
備         註 

殯 

葬 

設 

施 

甲級禮堂使用費 小時 3 
3,000

元 
超過 3小時每小時另加收 300元。 

乙級禮堂使用費 小時 3 
2,000

元 
超過 3小時每小時另加收 300元。 

丙級禮堂使用費 小時 3 
1,200

元 
超過 3小時每小時另加收 200元。 

家祭室使用費 小時 3 500元 
超過 3小時每小時另加收 50元，自第 11

日起每小時以 100 元計收。 

入殮室使用費 小時 2 300元  

停屍費 
日 、

具 
1 300元 

以日計算（停屍一小時以上，以一日計，

未滿一小時不予收費），當日同時使用停

屍、遺體冷藏或停棺服務時以價高者收

費。 

遺體冷藏費 
日 、

具 
1 350元 

一、亡者設籍本市者，以死亡之日起算 7

日內出殯或火化，免收費用。（使用

項目為停屍、遺體冷藏、停棺免收費

用日數併計，寄存超過 7日者，第 8

日起均溯及第 1日起算費用）。 

二、以日計算 10 日內依收費標準收費，

自第 11 日至 20 日內每日收費 500

元，自第 21日起每日收費 800元。（未

滿一小時，以一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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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亡者設籍外縣市者，依原費用 2倍收

取，無免收費期間。 

停棺費 
日 、

具 
1 300元 

一、亡者設籍本市者，以死亡之日起算 7

日內出殯或火化，免收費用。（使用

項目為停屍、遺體冷藏、停棺免收費

用日數併計，寄存超過 7日者，第 8

日起均溯及第 1日起算費用）。 

二、以日計算 10 日內依收費標準收費，

自第 11 日至 20 日內每日收費 500

元，自第 21日起每日收費 800元。（未

滿一小時，以一日計算）。 

三、亡者設籍外縣市者，依原費用 2倍收

取，無免收費期間。 

殯葬

服 

務 

守靈室服務費 日 1 
1,200

元 

以日計算，10日內每日 1200元，自第 11

日起每日收費 2400 元（一小時以上，以

一天計，未滿一小時不予收費）。 

甲級禮堂空調服務費 小時 3 
2,000

元 
超過 3小時每小時另加收 300元。 

乙級禮堂空調服務費 小時 3 
1,500

元 
超過 3小時每小時另加收 300元。 

丙級禮堂空調服務費 小時 3 
1,000

元 
超過 3小時每小時另加收 200元。 

家祭室空調服務費 小時 3 250元 超過3小時每小時另加收50元。 

守靈室空調服務費 日 1 300元 
以日計算（使用時間當日上午9時至下午5

時）。 

清潔維護管理費 次 

甲

級 

乙

級 

丙

級 

家

祭

室 

守

靈

600元 

500元 

400元 

200元 

200元 

包含奠祭完畢輓聯、垃圾及場地清潔等清

運處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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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遺體化妝費 
具 、

次 
1 300元  

遺體洗身著裝費 
具 、

次 
1 200元 材料等由喪家自備。 

遺體大殮費 
具 、

次 
1 200元  

靈車租用費 
車 、

次 
1 

1,200

元 

僅限從殯葬所禮堂、家祭室行駛至所轄火

化場。 

殯葬

行政

規 

費 

各項許可書、證明書規

費 
份 1 50元 

火化、墳墓埋葬、起掘等許可證明書之加

發及補發。 

異動申請手續 費 次 1 300元 

申請異動(退訂或改訂)以次計費，異動項

目包含殯葬所公立殯葬設施及服務。但因

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不收取異動申

請手續費。 

 一、喪家使用殯葬所禮堂及設備等應先行繳納規費。 

二、申請變更使用設施，得以書面向殯葬所申請。但以一次為限。 

三、殯葬使用之棺木、祭品、靈堂佈置、誦經樂隊、照相花圈、茶水等悉由喪家自

備。 

（二）火化場 

收費項目 收費標準 收費金額 備註 

 火化費用 壹次 
0 元 亡者設籍本市者免費（含撿骨） 

9,000 元 亡者設籍外縣市者收費標準（含撿骨） 

（三）臨時骨灰（骸）存放設施 

骨灰、骸罈（甕）數 收費金額 備註 

壹罈（甕） 

第一年 2,000 元 

一、 保管年限為 1 年，屆期未領回者，自

第 2 年起每年以 4,000 元收取，不足

1 年者，以 1 年計算。 

二、 亡者設籍外縣市者，依原費用 3 倍收

取。 

三、 經核准使用骨灰（骸）存放設施日起

2 個月內存放，逾期取消使用權，已

繳納費用不予退還。 

第二年起 4,000 元 

（四）骨灰（骸）及靈位牌存放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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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樓層 骨灰（骸）層數 金額 備註 

骨
灰
（
骸
） 

地下樓

(骨灰) 

第一層、第二層、第九

層、第十層、第十一

層、第十二層 

60,000 元 

一、 基隆市立生命典藏館啟用前寄

存暫厝區期間，收取 2,000 元保

管費。屆時未遷移者，由殯葬所

代為移至臨時骨灰（骸）存放設

施，並依規定收取費用。 

二、 原寄存舊納骨塔之骨灰（骸）及

思源堂寄存之靈位牌，遷移至基

隆市立生命典藏館，由殯葬所安

置免收費用。但重新選位者需補

足原費用之差額。 

三、 申請骨灰（骸）放置各層樓（格

層）、靈位牌位放置各格層，依

編號順序置放，如由家屬選位

者，依所選櫃位另加收五成費

用。 

四、 符合基隆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

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免收費用

者，由殯葬所安置櫃位，不得選

位。 

五、 單獨寄存靈位牌以個人式為限。 

六、 寄存之骨灰（骸）罈（甕）及靈

位牌位等尺寸（公分）面積大

小、樣式、顏色、材質等依殯葬

所之規定寄存。 

七、 骨灰罈(甕)臨時暫存區（1骨灰

罈(甕)/1日）100元，1 小時以

上，以 1日計。 

八、 亡者設籍外縣市者，依原費用 3

倍收取。 

 

第三層、第八層 75,000 元 

第四層至第七層 90,000 元 

雙人骨灰櫃 150,000 元 

一 樓

( 限 存

靈位 

牌） 

第一層至第七層 75,000 元 

第八層至第十九層 60,000 元 

特區牌位 105,000 元 

二 樓

( 限 存

放 骨

灰) 

第一層、第二層、第九

層、第十層 
75,000 元 

第三層、第八層 90,000 元 

第四層至第七層 105,000 元 

雙人骨灰櫃 150,000 元 

三 樓

( 限 存

放 骨

灰) 

第一層、第二層、第九

層、第十層 
75,000 元 

第三層、第八層 90,000 元 

第四層至第七層 105,000 元 

雙人骨灰櫃 150,000 元 

五 樓

( 限 存

放 骨

灰、骨

骸) 

雙人骨灰櫃 150,000 元 

骨骸 165,000 元 

六 樓

( 限 存

放 骨

骸) 

第一層、第三層、第四

層 
150,000 元 

第二層 16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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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樓

（限存

放 骨

灰) 

第一層、第二層、第九

層、第十層 
60,000 元 

第三層、第八層 75,000 元 

第四層至第七層 90,000 元 

雙人骨灰櫃 150,000 元 

（五）墓地使用費(舊墓區) 

使用墓地面積 收費金額 備註 

八平方公尺 12,000 元 亡者設籍外縣市者，依原費用 3 倍收取。 

十二平方公尺 14,000 元 

（六）公園化墓區使用費（新墓區） 

使用墓地面積 收費金額 備註 

十平方公尺(1 區.3 區) 16,000 元 
一、公園化墓區由墓主具結(切結書由殯葬所提

供)申請取掘(洗骨)遷出或使用年限屆滿十年

時，將原墓地由殯葬所無條件收回，不得異

議。 

二、十年屆滿未取掘(洗骨)遷出，依本市殯葬管

理自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每年仍應繳納規

費。 

三、亡者設籍外縣市者，依原費用 3 倍收取。 

十二平方公尺(2 區.5 區) 20,000 元 

十五平方公尺(4 區) 24,000 元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終壹字第1110221597A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發布令一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辦法業經本府111年4月26日第19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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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項公告-資訊公開-法令規章-本市-教育單行法」瀏覽與下載。 

三、檢送發布令一份。 

正本：教育部、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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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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處(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終壹字第1110221597B號 

修正「基隆市各級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名稱並修正為「基隆市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檢附修正「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02 月 03 日基府教社貳字第 0990139642B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4 條 

；並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02 年 04 月 03 日基府教社參字第 1020152554B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11 年 05 月 18 日基府教終壹字第 1110221597B 號令修正 

第 1、2、3、4、7、12 條；新增第 5、6、8、9 條；刪除第 10、11、13、14 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家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指基隆市市立高中及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

學校）。 

二、重大違規事件：指學生違反相關法令或學校校規，並經學校學生 

獎懲會議認定之事件。 

三、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指提供有重大違規事件學生（以下簡稱違規學生）

及其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以下簡稱家長）家庭教育相關知

能，協助輔導該學生改善行為。 

四、受委託者：指本法第九條所定推展家庭教育機關、機構、學校、法 

人及團體。 

第三條  學生發生重大違規事件時，學校應即通知其家長。 

前項學生，包括在學學生、中輟生及中途離校學生。 

學校應掌握違規學生之家庭現況，就違規學生及家庭問題進行整體評估，並訂

定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後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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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內容如下： 

一、個案會議。 

二、家庭訪問。 

三、家庭教育課程。 

四、家庭教育諮詢。 

五、家庭教育輔導。 

六、家庭教育諮商。 

前條第三項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應包括前項內容之全部或一部；

必要時，學校得請求受委託者協助。 

第五條  學校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召開個案會議時，應邀請違規學生及其家長參與。 

第六條  學校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進行家庭訪問時，得視實際需要，邀集違規學

生之導師及學校相關單位人員共同參與。 

第七條  學校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供違規學生及其家長修習家庭教育課程至少

應達四小時。 

前項課程，學校得自行或聯合他校、家庭教育中心辦理；其課程內容及時數如

附表。 

第八條  學校依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提供違規學生及其家長之家庭教育諮詢時，應

評估其適切性。 

第九條  學校依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六款規定提供家庭教育輔導或家庭教育諮商

時，得以個別或團體方式行之。 

第十條  學校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執行違規學生之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時，

經書面通知違規學生及其家長三次以上未出席者，學校應即通報本府；本府得

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委託受委託者進行訪視。 

前項訪視，違規學生之學校應派員參與。 

第十一條  學校及受委託者對於拒不接受所提供第三條第三項之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

輔導計畫之家長，如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所

列之情事者，應通報社政主管機關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內容及時數 

建議課程 重要概念 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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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之發展 子女身心發展基本概念（包括偏差行動、性別互

動、生命教育） 

協助子女之身心成長 

由學校依

個案狀況

實施課程

內容至少

四小時 

家庭互動及溝通 親子之情感支持 

親子之有效溝通及技巧 

家人互動系統 

正向管教 正向情緒、正向關係 

正向管教技巧 

親子衝突及解決 

親子共學 親子共學基本概念 

親子共學之方式、管道 

善用電子相關產品 

親師關係及互動 
建立良好親師關係參與子女學校活動家校合作 

親職資源 學校及社區資源 

社會安全網及支援系統 

家庭壓力管理 健康之休閒環境 

問題解決能力 

心理健康及情緒紓解 

兒童與青少年之

次文化 

青少年流行文化及社交媒體 

人際關係能力 

良好之社交技巧 

同儕參與 

家庭衝突與危機

處理 

家人關係之重建 

家庭衝突解決（包括婚姻衝突、不當管教、家庭

暴力防治） 

尋求協助及危機應變 

藥物與毒品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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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6日 

發文字號：基府財產壹字第1110213921號 

主旨：修正「基隆市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收益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1年3月15日第1933次市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檢附修正「基隆市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收益作業要點」及附表各一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副本：審計部臺灣省基隆市審計室、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財政處(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收益作業要點 

101年 12月 27日基府財產壹字第 1010191785號函公布施行全文 16點 

111年 4 月 6日基府財產壹字第 1110213921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12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以提昇使用效能，增加財

政收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市有公用不動產經管理機關評估不違背原定用途、事業目的、公務使用、水土保持、

環境景觀及公共安全，且無其他政策法令特殊考量者，得辦理出租。 

三、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應以公開標租方式辦理。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

逕予出租： 

(一)租用期限未逾六個月，且無續約約定。 

(二)提供本府機關、學校員工（生）消費合作社使用、設置自動販賣機、快照站或其他

簡易便民服務設施。 

(三)提供其他政府機關或學校使用。 

(四)具公益性或公共性用途，並基於政策或法令規定，應予輔導或配合。 

採逕予出租方式辦理者，於同意出租前，遇有他人申請承租同一不動產時，管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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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應先予以協商，協商不成立，應採公開標租方式辦理。 

四、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應訂立書面契約，出租期間以三年為原則。 

前項契約應以管理機關名義簽訂並辦理公證，公證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應由管理機關檢附契約草案及其他相關資料，載明出租緣由、

期間、租金及適用法規，報本府核准後辦理。但有前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之一者，由管理機關簽報該機關首長核准後辦理。 

五、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之租金應按基隆市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租金計收基準表(如附

表)計收。但管理機關基於重大政策特殊考量，經簽報本府核准，得以低於基準且不

低於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房屋稅總和計收租金。 

六、市有公用不動產經公開標租無人投標時，管理機關得酌減底價再行公開標租。 

前項酌減底價金額每次酌減金額得為底價百分之二十以下。但酌減後底價不得低於

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房屋稅總和。 

七、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得收取保證金，其金額以二個月租金為原則。 

八、市有公用不動產以逕予出租方式辦理者，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向管理機關提出申

請。 

前項申請書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租用場地之標示（地號、建號）、租用面積、租用範圍圖。 

(二)租用期間。 

(三)租用用途。 

九、市有公用不動產以逕予出租方式辦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應不予出租： 

(一)不符第二點規定。 

(二)依第三點規定應採公開標租方式辦理。 

(三)申請書之內容不符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四)租用市有財產曾有違規紀錄。 

(五)違反本要點、其他法令、政策或有害社會公益，情節重大。 

(六)有其他不宜出租之事由。 

十、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契約內容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不動產標示、面積、範圍。 

(二)用途。 

(三)契約存續期間。 

(四)租金。 

(五)稅捐及其他費用負擔。 

(六)雙方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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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使用限制。 

(八)違約處理。 

(九)契約終止條款。 

(十)逕付強制執行事項。 

(十一)其他特約事項。 

前項第九款所定契約終止條款應記載下列得隨時終止契約事由： 

(一)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公務需要或依法變更使用。 

(二)政府因開發利用、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必須收回。 

(三)經本府依法出售。 

(四)承租人使用房地違反法令。 

(五)承租人未經本府同意，擅自將房地出租、分租或以其他方式將使用權轉讓他人。 

(六)承租人積欠租金達二個月之金額，經定期催告仍不繳納。 

(七)承租人受破產宣告或解散。 

(八)承租人未經本府同意，擅自增設地上物、變更租賃房地或約定用途。 

(九)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租賃物或其他設備毀損，而不修復。 

(十)其他依法令規定得終止契約。 

十一、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並提供多元服務，經主管機關同意者，應於契約或申請書中

明定之。 

十二、市有公用不動產租約期間屆滿或終止契約時，承租人應即停止使用並回復原狀，

點交返還管理機關。 

承租人如無違約情事，管理機關應將保證金無息退還。未回復原狀或有其他違約

情事，經管理機關限期回復原狀或請求賠償，屆期仍未回復原狀或賠償者，其回

復原狀或賠償所需費用得由保證金中扣抵，保證金不足時，應由管理機關追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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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基隆市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租金計收基準表 

租 用 標

的、用途 

計    收    方   式 

土地 
依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收。但提供其他政府機關或學

校使用者，依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三計收。 

土地面積以實際使用範圍計算；倘連同市有區分所有建物使

用，使用範圍為區分所有建物全部者，土地面積按土地登記資

料所載對應基地持分計算;使用範圍為部分者，比例計之。倘連

同市有非區分所有建物使用者，則按建物投影面積核算對應之

土地面積。 

房屋 依使用面積占總樓地板面積之比例，按訂約當期房屋課稅現值

年息百分之十計收。 

設置自動

櫃員機、

自動販賣

機、快照

站或其他

簡易便民

服務設施 

每臺之立面或平面最大面積在 O‧五平方公尺以下者，每月租金

為三百元；超過 O‧五平方公尺至二平方公尺者，每月租金為一

千元；超過二平方公尺者，每增加一平方公尺加收五百元；不

足一平方公尺者，以一平方公尺計算。 

設置員工

(生)消費

合作社 

出租予機關員工消費合作社： 

基地年租金不得低於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二，房屋年

租金不得低於訂約當期房屋課稅現值年息百分之五。 

出租予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基地年租金不得低於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一，房屋年

租金不得低於訂約當期房屋課稅現值年息百分之二。 

附註: 

一、收費基準以新臺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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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電費等相關費用，應於契約中約定由承租人自行負擔。 

三、租金收入倘須繳納營業稅，應將須繳納之營業稅納入租金定價，或於

契約約定應繳之租金應外加該營業稅後一併繳付。 

四、市有公用不動產出租之租金得參考市場行情、物價指數、使用目的等

因素，酌予提高。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社工壹字第1110214344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約聘社會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第五點及第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1年3月15日第1933次市務會議通過。 

  二、檢附「基隆市政府約聘社會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第五點及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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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5日基府社工壹字第 1110214344號函修正第 5及第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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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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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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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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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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社會工作人員符合下列要件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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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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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依衛生福利部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核定聘用之社會工作人員，依該計畫所訂之專業

人力聘用資格及支薪標準敘薪，不適用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3日 

發文字號：基府民禮壹字第1110220318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審查宗教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1份，名稱

修正為「基隆市政府宗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請

查照。 

說明：旨揭要點業經本府111年3月1日第1932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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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本府各單位（本府民政處除外）、基隆市各區公所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民政處宗教禮

儀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宗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8日基府民禮貳字第 1030249359號函頒全文 15點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3日基府民禮壹字第 1110220318 號函修正第 1點至 

11點、13點、14點，刪除原第 15點，新增第 15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查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宗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

可及監督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符合下列要件者，得向本府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 

(一)捐助章程所定目的、宗旨及業務項目，以傳布宗教教義或促進宗教發展為主。 

(二)捐助章程所定財團法人名稱，足以識別以傳布宗教教義或促進宗教發展為主要目

的、宗旨。 

(三)財產總額達下列數額之一： 

  1.以捐助不動產設立者，在本市至少具有不動產一筆（含土地及建築物），合計財產總

額達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上；不動產價值未達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者，得以捐助

現金補足差額。 

  2.以捐助現金設立者，現金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上。 

前項第三款第一目之不動產不得設定抵押權或他項負擔；不動產價值屬土地者，以

當年期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屬房屋者，依稅捐機關核發之稅籍證明所載價值計算。    

三、以捐助不動產設立者，其主事務所應作宗教用途使用，且符合建築物使用類類組及

變更使用辦法附表一所定使用類別 E類宗教、殯葬類，並依建築法規定取得使用執

照及所有權登記。 

以捐助現金設立者，其主事務所應作辦公室用途使用，且符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

更使用辦法附表一所定使用類別 G類辦公、服務類，並依建築法規定取得使用執照。

如主事務所係供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宗教聚會使用者，應符合建築物使用類組及

變更使用辦法附表一所定使用類別 E類宗教、殯葬類及依建築法規定取得使用執照。 

四、宗教財團法人應於其名稱冠以財團法人及基隆市之文字。以捐助現金設立者者，應

另冠以基金會之名稱。 

    宗教財團法人名稱不得與其他財團法人相同，並不得有歧視性、仇恨性之名稱。 

五、申請宗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者，應填具申請書，並備下列文件一式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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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捐助章程或遺囑影本。 

(二)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三)董事名冊及其國民身分證影本。設有監察人者，監察人名冊及其國民身分證影本。

董事、監察人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其護照或居留證影本。 

(四)願任董事同意書。設有監察人者，願任監察人同意書。 

(五)法人圖記及董事(監察人)印鑑式。 

(六)捐助人同意於宗教財團法人獲准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轉為宗教財團法人所有之承

諾書。 

(七)年度業務計畫書。 

(八)年度經費預算書。 

(九)捐助人指定書（聘任書）或籌備會議紀錄。 

(十)第一屆董事會議紀錄。 

(十一)主事務所所在地之建築物及土地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十二)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第十一款所稱合法使用證明文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主事務所之建築物作為辦公室用途使用者，其使用執照影本；主事務所所在地並做

為宗教聚會場所使用者，應備具宗教用途之使用執照影本。 

(二)主事務之建築物非屬捐助財產者，應備具所有權人同意提供宗教財團法人使用之同

意書及所有權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第一項第十二款所稱其他相關文件如下： 

(一)捐助人身分證明文件，如為外文文件，應備具中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 

(二)捐助人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應備具主管機關同意或備查捐助人處分財產以捐助

成立宗教財團法人之證明文件及捐助人內部會議紀錄影本；如為外文文件，應備具

中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 

(三)以捐助不動產設立者，應備具房屋稅籍及土地公告現值證明文件。 

(四)董事、監察人如為公務員服務法規範之公務員，應備具服務機關或上級主管機關許

可擔任該宗教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職務之許可函影本。 

第一項申請人應備文件如有欠缺者，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不

予受理。 

六、宗教財團法人捐助章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目的、名稱、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二)捐助財產之種類、總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三)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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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及置有董事長、監察人者，其名額、產生方式、任期與選(解）聘事項及任期屆

滿董事長不辦理改選（聘）之處理方式。 

(五)董事會之組織、職權及決議方法。 

(六)解散或撤銷許可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七)定有存立期間者，其期間。 

(八)訂定捐助章程之年、月、日。 

以遺囑捐助設立者，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者，由遺囑執行人依前項規定訂定捐助章程。 

七、宗教財團法人之設立，應依捐助章程規定設置董事，由董事依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

向本府申請許可後，向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聲請登記。 

    以遺囑捐助設立之宗教財團法人，由遺囑執行人申請許可。 

八、宗教財團法人應以捐助財產孳息及設立登記後之各項所得，辦理符合設立目的、宗

旨及捐助章程所定之業務。 

    捐助財產不得動支。但財產總額超過本府所定最低捐助財產總額數額時，為辦理捐

助章程所定業務所必須，並報經本府同意，得動支其超過部分。 

    宗教財團法人未經本府同意動支捐助財產，致財產總額未達本府所定最低捐助財產

總額數額時，本府應限期命其補足。 

九、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許可；已許可者，經本府限期

改善，屆期不改善者，本府得依民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通知法

人登記之法院： 

(一)設立目的非以傳布宗教教義、促進宗教發展或不合公益。 

(二)捐助財產未承諾或未依承諾移轉為宗教財團法人所有。 

(三)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不符合。 

(四)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目的。 

(五)捐助財產總額不足以達成設立目的及業務宗旨。 

(六)捐助財產總額不足最低捐助財產數額。 

(七)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十、本府受理申請設立宗教財團法人，經審查許可者，發給設立許可文書。 

十一、許可文書應附記下列事項： 

(一) 宗教財團法人收受設立許可文書後，應即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並於完成登記後將

登記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 

(二) 完成登記之宗教財團法人應向事務所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扣繳單位設立登記，

並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府備查。 

(三) 捐助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向法院完成設立登記後，將捐助財產全部移歸宗教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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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宗教財團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存，並報本府備查。 

(四)設立許可事項如有變更，應於變更事項發生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可，於許可後三

十日內向該管法院為變更登記，並於取得換發法人登記證書後十日內，將該登記證

書影本送本府及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十二、宗教財團法人經許可設立後，本府應依民法第三十二條等規定監督下列事項： 

(一)宗教財團法人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年度業務計畫書及經費預算書，報本府備查；

並於年度結束五個月內，將前一年度之執行業務報告書、經費決算書、財產清冊及

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報本府備查。 

(二)得派員檢查宗教財團法人之組織及其管理方法、有無違反許可條件、財產保存、保

管運用情形、財務狀況、公益績效。 

(三)宗教財團法人辦理各種業務，應依法令運用所捐財產及各項收入，並不得有分配盈

餘之行為。 

(四)其他法律規定之事項。 

十三、董事或監察人違反前點規定者，得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處以五千元以下

罰鍰；違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得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十四、宗教財團法人經董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散、經本府撤銷、廢止許可或經該管法

院宣告解散者，應即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解散及清算終結登記。 

      宗教財團法人解散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處理。 

十五、為進行風險評估，本府得請宗教財團法人配合提供相關資料及參加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教育訓練。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19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農壹字第1110221628號 

主旨：有關「基隆市植栽種植作業規範」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旨揭規範廢止案，業經本府111年4月26日第1937次本府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各一級機關、本府所屬學校、基隆市各區公所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及法規查詢網)、本府產業發展處農漁 

      管理科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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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基府產農壹字第1110221631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行道樹及喬木修剪作業規範」，名稱並修正為「基隆市政

府樹木修剪及種植作業規範」，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旨揭規範修正業經本府111年4月26日第1937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各處、本府各一級機關、基隆市各區公所、本府所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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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產業發 

      展處農漁管理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樹木修剪及種植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99年 4月 30日基府產農貳字第 0990151917號 

                                         中華民國 99年 3月 31日基府產農貳字第 0990147569號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25日基府產農壹字第 1110221631號函修正第 1點至第 11點 

一、通則: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維護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樹木，特訂定

本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本規範適用於基隆市政府所屬機關、區公所及學校單位等之公有土地，另樹木修

剪應經本府產業發展處（機關、學校、社區、里鄰等之樹木）或都市發展處（路

樹及公園之樹木）同意後，始得施作。 

(三)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與廠商簽訂之契約，如涉及樹木修剪或種植工程，除契約另

有規定或業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外，廠商應遵守本規範，並於契約明定廠商

違反本規範時之違約處理機制。 

(四)各機關自行修剪非屬委外辦理之工程時，得不擬定修剪作業申請書。但仍應依本

規範進行修剪。 

(五) 涉及天然災害、公共安全緊急事故，不適用本作業規範。 

(六)農業、園藝生產或以造林經濟生產為目的之修枝方法，不屬本規範適用範圍。 

二、修剪目的： 

(一)提升公共安全，保障市民生活品質與權利。 

(二)矯正或改善樹型，清理不當之枝條，以維護樹體健康及改善景觀。 

(三)排除妨礙交通或阻擋視野部分，避免意外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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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持建築物與樹木間適度空間，以確保建物及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五)調節樹冠遮蔭程度，增加地被植物之生長與行人之舒適感。 

(六)減少颱風災害及病蟲害之發生。 

(七)其他特殊需求時。 

三、修剪原則： 

(一)安全性原則：修剪作業時應維持交通安全與順暢，並確保作業人員之安全。 

(二)經濟性原則：於修剪作業前應確認樹木生長狀況及修剪需求，選擇最適當之機具

與車輛，以達節約工時、節省物料之效果。 

(三)自然性原則：行道樹之修剪雖屬人工行為。但仍應順應自然樹型以強化樹勢。 

(四)適時性原則：依樹木之休眠期與生長期採擇適當之修剪方式。 

(五)景觀美質之考量原則：依區域或路段之不同妥為修剪以塑造環境特色。 

四、修剪時期： 

(一)休眠期修剪：最適當修剪期為十二月至二月冬季低溫期，利用樹木生長緩慢之休

眠狀態進行較大幅度之修強剪，對樹木之生長勢的傷害最小。但修剪強度仍不宜

超過全樹冠枝葉的三分之一。 

(二)生長期修剪：在樹木生長期之修剪，為避免枝條消耗性生長，進行小幅度之修剪，

以保持樹冠良好之通風與透光性，一般於五月至八月間實施。 

(三)例行性修剪：為功能性的修剪，人行道枝下高為二至三公尺以上，車行道枝下高

為三點五至四公尺以上。如為斷枝、下垂枝、徒長枝、枯枝、病蟲害枝等應隨時

加以修剪。 

(四)開花植物修剪：在修剪之前應先瞭解花芽形成的時間與著生的位置，依花芽形成

時間的不同區分為兩大類型： 

1.春季開花的植物（六月底以前），花芽多於前一年形成並著生於去年的枝條（二

年生枝條）上，在冬季不宜強剪，應在開花後一周至一個月內進行修剪。 

2.夏季或秋季開花的植物，花芽於當年的枝條（一年生枝條）形成，應在冬季休眠

期或早春新芽尚未萌發之前修剪，增加花芽著生的機會。 

五、修剪位置： 

(一)修剪要領 

1.依修剪目的及樹種、樹齡、樹勢、頂端優勢與枝條著生位置等因素，決定適當的

修剪方式和時間。 

2.修剪程序喬木類一般是由基到梢，由內到外，即先決定樹冠應修剪成何種形狀，

然後由主枝的基部自內逐漸向外、逐次向上進行修剪，先剪大枝條，再剪小枝條。 

3.與主幹或枝幹交接所留的分枝角度不宜太小，宜保留大角度的枝條，以免於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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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粗後形成不良枝或相互擠壓破裂致生病蟲害。 

(二)修剪類型 

1.疏剪：疏剪不易增加枝條分枝數，可使樹冠內空間增大，提高通氣及透光性，以

利樹木生長，採行於初次或大幅修剪時。 

 

 

 

 

 

 

 

 

 

          將枝條至基部剪去           枝條分配平均 

     

 

2.截剪：僅將枝條先端一部份剪除，並於基部保留若干芽體，截剪在生理上破壞剪

去枝條的頂端優勢，刺激側芽形成側枝，以控制樹木生長與樹冠幅度。   

 

 

 

 

 

 

 

  

 

 

剪去枝條一段          截剪後枝條分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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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修剪強度 

       適度之修剪能夠調整和均衡樹勢，一般樹種樹冠厚度與枝下高的比例應大於一，

冠幅約為樹高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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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不良枝種類 

 (四)不良枝的修剪 

不良枝包括病枝、斷枝及枯枝等，為保持良好樹勢與樹形，應予以適當修剪或剪

除。 

 

 

 

 

 

 

 

 

 

 

 

 

 

 

 

 

 

 

(五)修剪技術 

1.小枝條修剪：使用整枝剪在外芽的上方零點三公分至零點五公分處向下依四十五

度至六十度角斜剪，切口應平整。 

 

 

 

 

 

 

 

 

 

 小枝條的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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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枝條修剪：使用修剪專用鋸作業，枝條直徑超過三公分以上者，應採用三段式

鋸斷法修剪。過大的枝條應吊以繩索牽引，以免落下時傷及人車。 

 

3.修剪的切口位置宜在主幹外側，不可留樁。當枝條與主幹區分不很明顯時，切口

的角度應以不傷及主幹為原則。樹液多的樹木在修剪後，傷口容易腐爛，故較大

的傷口應以塗料（如石灰、硫磺等）將傷口封住，避免細菌感染。 

六、傷口塗布 

為促進樹木傷口癒合及避免病菌感染，得施以樹木傷口塗劑。 

七、修剪施工之應注意事項 

(一)修剪工作是切除植物的營養器官（如莖、葉），會造成樹木的衰弱及傷害，應在

修剪工作前，清楚瞭解修剪目的性及必要性。 

(二)避免過度與高強度的截頂修剪。 

(三)為使樹木受到的傷害減到最小，同時保護市民安全，應用正確的方法，修剪正確

的部位，在適當的時期進行安全的修剪工作。 

(四)廠商應於施工前三日通知樹木管理單位、監造單位、當地里長，並張貼公告周知、

電請當地里長協助周知里民樹木修剪時間、地點，確實減少施作當日樹下停車情

形以避免車輛污損，並利工進。施工當日如仍有車輛停放於待修剪樹木下方，車

輛應覆蓋帆布或其他保護設施防止樹枝、葉屑、樹汁等掉落污損車輛，所需帆布

由廠商自備，如有損及車輛應由廠商負責。 

 (五)廠商應自備修剪所需之掃把、手鋸、畚箕、鏈鋸、繩索、長柄鐮刀、毛刷、樹

脂、警示帶、員工安全帽及反光背心、安全帶等資材及高空作業車、碎木機等機

 大型枝條的修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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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且員工穿著之工作服應明顯標示廠商名稱，所備之機具及工作方法應符合勞

工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規定。 

八、常見錯誤修剪方式 

常見錯誤修剪有七種為： 

(一) 截幹。 

(二) 留存殘枝。 

(三) 傷口過大。 

(四) 樹皮撕裂。 

(五) 傷口不平齊或傷口粗糙。 

(六) 修剪位置錯誤。 

(七) 獅尾式修剪。 

修剪時宜避免，以免造成植株重大損傷甚至死亡。 

九、本府各單位辦理本市轄內樹木修剪工作前，其修剪費用十萬元以下者，應先填具修

剪申請書（如附件一），並檢附欲修剪樹木圖檔，送交本府產業發展處（機關、學校、

社區、里鄰等之樹木）或都市發展處（路樹及公園之樹木）就修剪方法技術進行審

核建議，並於辦理樹木修剪業務單位應依申請書或工作計畫書辦理樹木修剪作業，

並於完成後一個月內提具執行成果概況表一式二份（如附件二）送交原核定單位備

查。 

十、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簽訂之契約，如涉樹木修剪工項，該項工作經費十萬元以上者，

應於契約納入本規範或中央主管機關相關規定，契約未規定者，承商應於施工前填

報基隆市政府樹木修剪作業修剪施工計畫書（如附件三），送發包業務單位就修剪方

法技術進行審核，並於收件二週內核定後，始得進行修剪作業，必要時得請本府產

業發展處或都市發展處派員辦理現場會勘或提供相關建議後執行。 

十一、植栽種植作業 

(一) 植穴大小考量： 

植栽種植作業，首先要考量植穴的大小，植穴最低限度需以球根能放入的空間為

基準。基本上依據樹高、幹徑、球根大小及根的狀態，決定有效的植穴大小。 

(二) 栽植地土壤與植穴規格的考量： 

植穴規格不僅取決於樹木的規格，土壤條件也有一定的關係。 

1.栽植地土質不良，以根球的二倍較為適當。 

2.土壤經重機械輾壓，踐踏嚴重的地方及海岸掩埋地、排水不良之粘土土質地則 

宜挖掘較深廣的溝，在植穴底鋪設石礫、粗樹枝或鋼筋透水管以利排水，再覆 

上良質的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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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植穴若土層板結、石礫、磚瓦較多，植穴應加大，以利於根系之生長。 

(三) 其他植穴規則考量： 

1. 一般裸根苗植穴直徑為根群直徑的一倍以上；帶土球的苗木植穴，應大於土球

直徑 30 公分以上，穴深為穴徑的 3/4左右，或深於土球深度 20 至 30 公分。 

2. 植穴壁應縱直，穴底平坦為標準。切忌挖成不規則形狀。 

 

 

 

 

 

 

 

 

 

 

 

(四) 樹高、幹徑與有效植穴尺寸對照參考表: 

 

樹徑(cm) 樹    高 有效植穴尺寸(直徑×深度) 

  灌   木 45 - 60 cm 40 × 25 cm 

60 - 90 cm 45 × 30 cm 

90 - 120 cm 50 × 35 cm 

1.5以下 120 - 150 cm 55 × 40 cm 

1.5 - 2 150 - 180 cm 60 × 45 cm 

2 - 2.5 180 - 210 cm 65 × 50 cm 

2.5 - 4 210 - 270 cm 75 × 53 cm 

4 - 4.5 300 - 330 cm 85 × 55 cm 

4.5 - 5 300 - 360 cm 95 × 60 cm 



38 

 

 

 

5 - 6 360 - 390 cm 100 × 63 cm 

6 - 7.5 390 - 420 cm 110 × 65 cm 

7.5 - 8.5 420 - 450 cm 125 × 70 cm 

8.5 - 10 450 - 480 cm 130 × 75 cm 

10 - 12.5 480 - 550 cm 140 × 80 cm 

12.5 - 15 550 cm以上 150 × 90 cm 

(五) 中小喬木類植穴標準: 

名稱 基          準          值 

幹周 

C(cm) 

9未滿 9以上 

12未滿 

12以上 

15未滿 

15以上 

20未滿 

20以上 

30未滿 

30以上 

40未滿 

40以上 

60未滿 

60以上 

90未滿 

植穴徑 

R（cm） 

70.0 75.0 85.0 100.0 120.0 150.0 200.0 250.0 

植穴深 

H（cm） 

40.0 50.0 60.0 80.0 90.0 100.0 120.0 150.0 

掘取量 

W（m³） 

0.154 0.220 0.340 0.628 1.018 1.767 3.770 5.890 

(六) 喬木植穴標準: 

名稱 基          準          值 

樹高 

C(cm) 

30未

滿 

30以

上 

45未

滿 

45以

上 

60未

滿 

60以

上 

75未

滿 

75以

上 

90未

滿 

90以上 

120未

滿 

120以

上 

150未

滿 

150以

上 

180未

滿 

180以

上 

植穴徑 

R（cm） 

40.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植穴深 

H（cm） 

30.0 30.0 30.0 40.0 40.0 50.0 50.0 60.0 60 

掘取量 

W（m³） 

0.038 0.38 0.048 0.059 0.095 0.113 0.133 0.154 0.177 

 

 

 



39 

 

 

 

(七) 景觀植栽「移植作業適期」: 

植物特性類型 代表例舉植物 植栽移植適期時期 

溫帶常綠針葉植物 松、柏、杉科…等 
休眠至萌芽初期∼冬季至早

春低溫時期 

熱帶常綠針葉植物 南洋杉、蘭嶼羅漢松…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夏秋：

清明至中秋期間 

一般常綠闊葉植物 
樟樹、光臘樹、白千層、杜英、

楊梅、…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春節後

回溫至清明期間 

熱帶常綠闊葉植物 榕樹、垂榕、印度橡膠樹…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夏秋：

清明至中秋期間 

一般落葉闊葉植物 
桃、李、梅、櫻、楓、楝、 

烏桕、台灣欒樹、落羽松…等 

休眠落葉至萌芽期間∼遇冬

季落葉後至萌芽前 

熱帶落葉闊葉植物 

木棉、吉貝木棉、美人樹、 

桃花心木、印度紫檀、艷紫荊、

菩提樹、藍花楹、鳳凰木、刺桐、

火焰木…等 

落葉期或生長旺季∼遇落葉

時或夏秋季間 

棕櫚科植物 椰子屬、海棗屬…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夏季：

端午後至中秋期間 

禾本科溫帶竹類 
孟宗竹、四方竹、人面竹、 

矢竹類…等 

休眠至萌芽期間∼春節前後

一個月內 

禾本科熱帶竹類 
唐竹、綠竹、桂竹、麻竹、 

蘇枋竹、鳳凰竹…等 

休眠至萌芽期間∼清明前後

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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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移植作業計畫施工檢核紀錄表: 

 

工序 檢核作業項目 需作業否 相關作業計畫紀錄 日期時間 備註 

1 安全防護預措 □是□否  /  

2 鋪面設施挖除 □是□否  /  

3 斷根與否處置 □是□否  /  

4 挖掘根球部位 □是□否  /  

5 包裹保護處置 □是□否  /  

6 補償休剪除葉 □是□否  /  

7 輔助藥劑施用 □是□否  /  

8 路徑障礙排除 □是□否  /  

9 相關報備申請 □是□否  /  

10 吊搬裝載運送 □是□否  /  

11 放樣整地準備 □是□否  /  

12 植穴挖掘預備 □是□否  /  

13 可填土方備用 □是□否  /  

14 植穴拌合基肥 □是□否  /  

15 根端切削處理 □是□否  /  

16 植栽定植種植 □是□否  /  

17 支架固定作業 □是□否  /  

18 修飾整枝修剪 □是□否  /  

19 澆水灌溉作業 □是□否  /  

20 疏枝疏芽整修 □是□否  /  

21 中耕除草追肥 □是□否  /  

22 病蟲障害防治 □是□否  /  

23 紅火蟻證明書 □是□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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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基隆市政府樹木修剪作業申請書                 (10萬元以下)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聯絡人  

修剪數木數量 株 

樹木種類 請參考植物特性類型表填寫（如針葉植物、闊葉植物等） 

修剪期程 自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坐落位置  

修剪示意圖 

請以圖片或照片表示（每株一張） 

                    修剪線（標示） 

此致 

□ 都市發展處      □產業發展處 

 

申請單位承辦人：               覆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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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建議---- 

□同意核備      □退回修正            備註： 

  

審核單位承辦人：               覆核：          單位主管： 

植栽修剪作業適期依植栽性狀類型可略分以下判定：（參考表） 

植物特性類型 代表例舉植物 植栽適宜修剪時期 

溫帶常綠針葉植物 松、柏、杉科…等 
休眠至萌芽初期∼ 

冬季至早春低溫時期 

熱帶常綠針葉植物  南洋杉、蘭嶼羅漢松…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夏秋：清明至中秋期間 

一般常綠闊葉植物 
樟樹、光臘樹、白千層、杜

英、楊梅、…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春節後回溫至清明期間 

熱帶常綠闊葉植物 
榕樹、垂榕、印度橡膠樹…

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夏秋：清明至中秋期間 

一般落葉闊葉植物 

桃、李、梅、櫻、楓、楝、

烏桕、台灣欒樹、落羽松…

等 

休眠落葉至萌芽期間∼ 

遇冬季落葉後至萌芽前 

熱帶落葉闊葉植物 

木棉、吉貝木棉、美人樹、

桃花心木、印度紫檀、艷紫

荊、菩提樹、藍花楹、鳳凰

木、刺桐、火焰木…等 

落葉期或生長旺季∼ 

遇落葉時或夏秋季間 

棕櫚科植物  椰子屬、海棗屬…等 
生長旺季萌芽期間∼ 

夏季：端午後至中秋期間 

禾本科溫帶竹類 
孟宗竹、四方竹、人面竹、

矢竹類…等 

休眠至萌芽期間∼ 

春節前後一個月內 

禾本科熱帶竹類 
唐竹、綠竹、桂竹、麻竹、

蘇枋竹、鳳凰竹…等 

休眠至萌芽期間∼ 

清明前後一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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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基隆市政府樹木修剪作業執行成果概況表 

單位  日期   年 月 日 

修剪數木數量 株 

修剪期程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修剪成果圖-請以照片表示（每株一張） 

修剪前 修剪後 

  

此致 

□都市發展處      □產業發展處 

 

申請單位承辦人：             覆核：          單位主管： 

 

審核 

□都市發展處        □產業發展 

 

□同意核備      □退回補正            備註： 

審核單位承辦人：             覆核：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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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基隆市政府樹木修剪作業修剪施工計畫書       (10萬元以上) 

一、工程概述： 

  (一) 工程名稱： 

  (二) 主辦機關： 

  (三) 承包廠商： 

  (四) 監造單位： 

  (五) 工程地點： 

  (六) 合約金額：新臺幣○○○○元整。 

  (七) 工程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八) 工程內容：○○○○○○ 

       本工程係施作本市○○○○○○之樹木修剪。地點位於○○區○○、○○等，，

樹木有○○、○○、○○等幾種，共○○株。 

二、人員職責： 

  (一) 專任工程人員 

    1. 負責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落實執行品質計畫，並填具督察紀錄表。 

    2. 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

名或蓋章等。 

    3. 負責撰寫修剪作業計畫書，並依核定之計畫書督導施工人員。 

    4. 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 

  (二) 工地負責人 

    1. 代表駐在工地，督導施工，管理其員工及器材，並負責一切應辦理事項。 

    2. 工程勘驗、查核、竣工查驗驗收或其他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書面要求時，工地負

責人應在現場說明。 

    3. 與監造單位協調溝通。 

    4. 指揮及協調現場施工作業。 

    5. 控制工程品質及進度。 

    6. 界面協調及現場監造。 

  (三) 施工人員 

       負責執行本修剪工程現場專業工作。 

三、樹木基本資料及修剪目的： 

  (一) 依樹種分類填寫樹木基本資料及修剪目的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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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依修剪目的不同請分開填寫，可分為： 

    1. 提升公共安全：如防颱修剪(縮小樹體)，遮住交通號(標)誌、路燈或 

       車行視線或與電線競合等。 

    2. 管理樹木健康 

    3. 清理不良枝條：如腐朽及結構不安全枝條、夾皮夾角枝幹。 

    4. 形成良好樹體力學結構：構成健康樹形，如徒長枝、內向枝、密生枝 

       等修剪。 

    5. 營造景觀美質：為達到防風、防火、遮蔽、景觀等機能的樹形調整修 

       剪。 

    6. 保障市民生活品質與權利：如枝條有碰觸並影響住家門窗造成安全疑 

       慮者、減少花或果實、種子造成嫌惡，如木棉、掌葉蘋婆等。 

    7. 矯正、修復樹體缺陷 

    8. 其它：請詳細敘述。 

四、樹木基本資料及修剪目的總表 

樹種 

編號 

樹種名稱 樹木類型位置 

敘述 

米高徑(cm) 

/數量( 株) 

修剪總 

數量 

( 株) 

修剪目的 備註 

(樹籍編號、 

地點位置、) 

1       

2       

3       

4       

【請依實際需求增刪。】 

五、施工期程及進度： 日（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 

編號 施作地點 預計工作日數  工作日期起迄 備註 

1     月 日~ 月 日  

2     

3     

4     

【詳列各路段及地點，依實際需求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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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計修剪時期： 月 

(注意：2 月至 4 月修剪內容可包含矮剪、短剪、疏剪等修剪強度高者。5 月至 8 月針

對危險枝條、枯枝、腐朽枝、過長枝條等修剪強度低者。常綠樹宜於春季萌芽前修剪，

落葉樹宜於休眠期修剪。) 

七、修剪圖說及說明 

    依樹種不同，個別製作修剪圖說，內容應包括修剪的部位、類型、修剪範圍（位置、

比例、修剪的規模等等）。 

 

原樹型照片: 

□原樹高   公尺，修剪計畫後樹高 

   公尺(注意:若非矮剪，樹高應不變) 

 

計畫後樹型示意圖: 

計畫修剪葉量: 5 % (注意:每季最多僅能修全

葉量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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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剪目的及類型詳述： 

例如修剪位置、比例、修剪的規模及被移除

的枝條、葉量的百分比均應具體說明。 

修剪類型的適當性評估： 

 

 

【請依實際需求增刪。】 

 

八、注意事項 

  (一) 修剪工作是切除植物的營養器官（如莖、葉），會造成樹木的衰弱及傷害，請在

修剪工作前，清楚瞭解修剪目的性及必要性。 

  (二) 避免過度與高強度的截頂修剪。 

  (三) 為使樹木受到的傷害減到最小，同時保護市民安全，請用正確的方法，修剪正確

的部位，在適當的時期進行安全的修剪工作。 

  (四) 廠商應於施工前 3 日通知樹木管理單位、監造單位、當地里長，並張貼公告周

知、電請當地里長協助廣播，讓里民了解行道樹修剪時間、地點，確實減少施

作當日樹下停車情形以避免車輛污損，並利工進。 

       施工當日如仍有車輛停放於待修剪樹木下方，則車輛應覆蓋帆布或其他保護設施

防止樹枝、葉屑、樹汁等掉落污損車輛，所需帆布由廠商自備，如有損及車輛

概由廠商負責。 

  (五) 廠商應自備修剪所需之掃把、手鋸、畚箕、鏈鋸、繩索、長柄鐮刀、毛刷、樹脂、

警示帶、員工安全帽及反光背心、安全帶等資材及高空作業車、碎木機等機具，

且員工穿著之工作服應明顯標示廠商名稱， 所備之機具及工作方法應符合勞工

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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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當日修剪樹枝應即載運至指定地點或經核准之地點集中堆置並即覆蓋帆布保持

整潔，不得遺留現場，載運樹枝、葉之車輛應以黑網覆蓋， 避免沿路散落，所

需黑網、帆布由廠商自備。 

  (七) 為維護施工期間交通秩序確保安全，廠商應依「基隆市區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

須知」規定設置交通安全設施，管制人、車通行，避免誤闖造成公安意外。施

工期間，廠商應確實做好交通管制、安全措施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若

因廠商疏失發生意外事故，法律責任與賠償費用概由廠商負責。 

  (八) 樹木修剪應盡量避免封閉道路，如需封閉道路施工，應事前依程序向主管機關申

請。 

本工程願遵守「基隆市行道樹管理維護辦法」及「基隆市政府樹木修剪及種植作業規範」，

並依本修剪施工計畫書進行作業。 

 

申請單位: 

 

承 包 商: 

 

監造單位: 

 

專責工程人員: 

 

工地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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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管壹字第1110360513號 

主旨：檢送修正「基隆市政府公害糾紛緊急紓處小組設置要點」1份，並自即日起實施，

請查照。 

說明：旨揭修正要點業經本府111年4月19日第1936次市務會議通過。 

正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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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工務處、本府社會處、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本市警察局、本市消防局、

本市衛生局、本市環境保護局(環境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害糾紛緊急紓處小組設置要點 

85 年 6 月 22 日發布 

97 年 3 月 6 日修正第 4 點 

       111 年 6 月 9 日府授環管壹字第 1110360513 號函修正 

第 1 點至第 7 點、刪除原第 1 點、第 5 點、第 8 點 

一、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迅速處理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公害糾紛事件，

有效化解環保紛爭，設基隆市政府公害糾紛緊急紓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並訂

定本要點。 

二、本小組任務如下︰ 

（一）督導並協調各有關機關（單位）於公害糾紛事件發生時，即時採行適切之處

理措施。 

（二）協調各有關機關（單位）對公害糾紛處理事務分工與權責之爭議。 

（三）其他有關重大緊急公害糾紛事件之處理事項。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一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秘書長

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派兼之： 

（一）本府產業發展處處長。 

（二）本府工務處處長。 

（三）本府社會處處長。 

（四）本府觀光及城市行銷處處長。 

（五）本府綜合發展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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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市警察局局長。 

（七）本市消防局局長。 

（八）本市衛生局局長。 

（九）本市環境保護局局長。 

四、本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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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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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市環境保護局環境管理科科長兼任，辦理本小組

有關業務，所需工作人員由本市環境保護局人員派兼之。 

六、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有關機關人員、專家學者及地方人士列席。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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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6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稅房壹字第1110320007號 

主旨：檢送修正之「基隆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1份，並自111

年7月1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房屋稅條例第11條規定辦理。 

二、旨揭要點業經本市111年度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會議及本市111年5月31日第1939次

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正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基隆市七堵區公所、基隆市暖 

      暖區公所、基隆市仁愛區公所、基隆市中山區公所、基隆市安樂區公所、基隆市 

      信義區公所、基隆市稅務局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請刊登市府公報)、基隆市稅務局房屋稅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3年 9月 1日基府稅貳字第 0930091974號函頒 

(自 93年 7月 1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 102年 10月 25日府授稅財貳字第 1020113954B號函頒 

 (自 102年 7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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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8日府授稅財貳字第 1060320007B號函頒 

(自 106年 7月 1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 111年 6月 14日府授稅房壹字第 1110320007號函修正 

第 2、4、10、12、14、16點、新增第 18點、刪除原第 18點 

 (自 111年 7月 1日起實施) 

一、基隆市政府為簡化房屋標準價格之評定及房屋現值之核計作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房屋現值之核計，以基隆市房屋標準單價表、基隆市房屋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基

隆市房屋地段率等級表為準據。 

    基隆市房屋標準單價表之適用，依房屋建造完成日認定；其完成日期，以使用執照

所載核發日期為準；無使用執照者，以完工證明所載日期為準；無使用執照及完工

證明者，以房屋稅籍申報日為準；無使用執照及完工證明亦未申報房屋稅籍者，以

課徵房屋稅調查日為準。 

三、基隆市房屋標準單價表內用途別之歸類，依用途分類表定之。 

四、適用基隆市房屋標準單價表核計房屋現值時，對房屋之構造、用途、總層數等，應

依建築管理機關核發之使用執照所載資料為準；未領使用執照者，依建造執照所載

資料為準。但未領建造執照或房屋有增建情形者，以現場勘定調查之資料為準。 

    房屋未領建造執照者，其構造別依下列方式認定： 

(一)鋼骨造：建築物之樑柱構架以各種型鋼組合而成，以支承垂直及水平載重。 

(二)鋼骨混凝土造：柱樑使用鋼骨為主筋，澆灌混凝土之房屋，其牆壁及床板大部

分為鋼筋混凝土造。 

(三)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柱樑使用鋼骨，間有部分使用鋼筋為主筋，澆灌混凝土之

房屋，其牆壁及樓板大部分為鋼筋混凝土造。 

(四)鋼筋混凝土造：建築物以混凝土配以鋼筋或鋼材建造。 

(五)預鑄混凝土造：房屋之樑、柱、樓板、牆面等預先在工廠依設計尺寸灌鑄，養

護後再運至工地併裝組立而成。 

(六)加強磚造：構造主體為磚造，而其柱樑使用鋼筋混凝土補強，但其牆壁仍承載

垂直荷重，其床板大部分為鋼筋混凝土，屋頂大部分為鋼筋混凝土或山形木造

屋架。 

(七)鋼鐵造：柱樑使用各型鐵材，其牆壁大部分為鐵骨，屋頂為山形鐵造屋架。  

(八)木造：柱樑牆壁使用木材之房屋，其屋頂大部分使用木造，或竹造屋架。 

(九)石造：柱、牆壁使用石塊之房屋，樑大部分使用木造，屋頂大部分為山形木造

或竹造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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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磚造：柱、牆壁使用紅磚之房屋，樑大部分使用木造，屋頂大部分為山形木造

或竹造屋架。 

(十一)土造：房屋之柱牆壁使用土塊砌成，屋頂大部分使用木或竹造屋架。 

(十二)竹造：房屋之柱、樑、牆壁使用竹材，屋頂大部分竹造屋架。 

房屋總層數之計算，不包括地下室或地下層之層數；同一使用執照記載樓層數如有

數種且獨立使用者，應分別評定。 

房屋面積應以地政機關核發之建物測量成果圖為準。但未經地政機關核發建物測量

成果圖者，以現場勘查為準。 

五、房屋構造別或用途別，於房屋標準單價表內未列入者，比照已列有之類似類、目，

評定課徵；無類似類、目可資比照之構造物，按實際工料評估。 

    按實際工料評估之構造物，其評價不加減地段調整率及不適用本要點第九點及第十

四點規定減成核計。 

六、房屋總層數超過基隆市房屋標準單價表內所列之總層數者，其標準單價應按表內最

高樓層與次高樓層之標準單價之差額，逐層遞增計算。 

七、添加樓層之認定方式如下： 

(一)原有房屋屋頂增建樓房時，其構造與原有房屋不同者，該增建之樓房，以該增

建構造種類之層數計算。 

(二)原有房屋屋頂增建同構造樓房時，該增建樓房之層數，應以加計原有房屋樓層

數合併計算。 

八、房屋樓層之高度在四公尺以上者，其超出部分，以每十公分為一單位，增加標準單

價百分之一點二五，未達十公分者不計；高度在二公尺以下者，其減價計算公式如

下：偏低減價額=(三公尺-樓板高度)/三公尺×百分之五十×標準單價。 

    前項計算超高或偏低之標準單價，於標準單價應予加價或減成時，仍應按未加價或

減成之標準單價計算。但符合第十四點及第十六點規定應予減成之簡陋房屋及專供

農業生產用之房屋有超高或偏低情形者，其標準單價應先減成後再計算超高或偏低

單價。 

九、房屋之夾層、地下室或地下層，按該房屋所應適用之標準單價八成核計。但夾層面

積之和超過一百平方公尺或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者，按使用執照所載總層

數適用之標準單價核計。 

十、頂層樓梯房面積未超過二十平方公尺者，不予計課。但與頂層其他建物合計面積超

過二十平方公尺，仍應依各構造別分別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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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政府直接興建之六層樓以上之國民住宅，按同構造住宅類之房屋標準單價逐層遞

減百分之二，以遞減至百分之三十為限。 

十二、無電梯設備之五層以下分層所有之樓房，其房屋現值應依基隆市五層以下未設電

梯分層所有樓房價值分擔標準表分層遞減率標準評定。 

房屋設有電梯者，電梯之價格應依照基隆市電梯設備工程費概算表內之價格予以

評定。 

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以後房屋標準單價表核計房屋現值之新建房屋，前二項規定

不適用之。 

十三、總樓地板面積達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獨院式或雙拼式房屋，其使用空地面積為第

一層建築面積一點五倍以上，且有下列情形一項者，按所適用之標準單價加價百

分之五十；二項者加價百分之八十： 

(一)宅外設置造景、池閣、花園、草坪有二種以上者。 

(二)設置游泳池。 

十四、房屋具有下列情形達三項者，為簡陋房屋，經納稅義務人提出申請者，按該房屋

所應適用之標準單價之七成核計，具有四項者按六成核計，具有五項者按五成核

計，具有六項者按四成核計，具有七項者按三成核計：   

(一)高度未達二點五公尺。 

(二)無天花板。但以鋼鐵造、木、石、磚造及土、竹造之房屋為限。 

(三)地板為泥土、石灰三合土或水泥地。 

(四)無窗戶或窗戶為水泥框窗。 

(五)無衛生設備。 

(六)無內牆或內牆為粗造紅磚面。 

(七)無牆壁。 

十五、鋼鐵造房屋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其樑或柱之規格在九十公厘乘九十公厘乘

六公厘以下者，適用面積未達二百平方公尺之標準單價核計房屋現值。 

十六、專供農業生產用之花卉或蔬菜溫室、堆肥舍、水稻育苗中心作業室、燻菸房、農

機具倉庫、貯藏庫及其他相近性質之房屋，按該房屋所適用之標準單價五成核計

房屋現值。 

十七、免徵房屋稅之住家房屋現值，得依據房屋標準價格重行評定前、後房屋現值之變

動情形調整之。 

十八、原住家房屋現值符合免徵標準房屋，於未增建、改建及變更使用前，仍繼續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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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6月16日 

發文字號：基府教體壹字第1110224158號 

主旨：檢送訂定「基隆市市立國民中小學經濟弱勢學生寒暑假期間午餐補助要點」，並

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要點業於本府111年5月3日第1938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府教育處網站(https://www.klcg.gov. tw/tw/education)/各

項公告/資訊公開/法令規章/本市項下下載。 

正本：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含市立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敬請刊登本府公報)、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市立國民中小學經濟弱勢學生寒暑假期間午餐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6 日基府教體壹字第 1110224158 號函頒全文 6 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補助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及市

立高中國中部經濟弱勢學生寒暑假期間午餐費，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經濟弱勢學生，指設籍本市並就讀市立國民中小學或高中國中部，並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 持有政府核發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二) 持有政府核發弱勢兒童少年生活扶助身分證明文件。 

(三) 持有政府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四) 原住民學生持有政府核發之證明文件。 

(五) 家境清寒或突發因素，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經濟困難。 

三、 寒暑假期間，到校全日參加課業輔導或活動之經濟弱勢學生，得申請當日午餐費之

補助。 

前項所稱全日，指課業輔導或活動自當日上午時段跨越午休時間至下午時段。 

四、 第二點第一款之低收入戶學生，於寒暑假期間得申請午餐費之補助。 

申請前項午餐費補助日數之計算，應扣除週六、日、國定假日及參加第三點第一項

規定之課業輔導及活動日數。 

第一項午餐費補助方式，由學校協調周邊超商或符合衛生規範之自助餐等餐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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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發給餐券兌換營養均衡盒餐、牛奶及豆漿等。 

前項餐券不得兌換零食、飲料。 

五、 本要點補助標準，以實際支出午餐費覈實申請補助。但最高以每人每餐新臺幣六十

元為限。 

六、 已獲政府、公益團體或個人補助或捐助午餐費者，不得重複申請午餐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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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價貳字第1100281031A號 

主旨：有關本市不動產估價師蔡再興先生申請換發開業證書1案，檢送本府公告1份，請

惠予協助刊登本府公報，請查照。 

說明：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正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 

副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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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2月28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價貳字第1100281031B號 

主旨：公告核准本市不動產估價師蔡再興先生換發開業證書之申請。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20 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再興。 

二、事務所名稱：再興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三、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37號5樓。 

四、開業證書字號：(107)基市估字第000003號(換發)。 

五、有效期限：114年12月20日止。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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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1月 12日  

發文字號：基府地權貳字第 1110201911B號  

主旨：有關本市開業地政士黃湘情女士（身分證統一編號：F2233*****），停止執行業務

期間更正為自 111年 1月 17日 至 111年 4月 16日止，請准予備查。 

說明：依據本府 111年 1月 5日基府地權貳字第 1100282036B號函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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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綜合發展處(請協助刊

登公報)、本府地政處(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地政士懲戒決定書  

110年度地懲字第 1號 

被付懲戒人：黃湘情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F2233***** 

住址：基隆市信義區仁一路****號  

地政士證書字號：（101）台內地登字第 026706號 

開業執照字號：（101）基土登字第 000120號 

事務所名稱：豐盛地政士事務所 

事務所地址：基隆市信義區信六路 16號 2樓之 5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地政士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請求懲戒一案，經召開本市地政士懲

戒委員會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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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條第 1項規定，予以停止執行業務 3個月之處分，期間自

民國 111年 1月 17日起至 111年 4月 18日止。 

事  實 

一、緣 110年 1月 18日本市林○月女士陳情黃地政士於辦理本市中山區新民路○○號房

地簽約與產權移轉時，黃地政士在買方貸款差額尚未存入履保專戶前，即先行辦竣

不動產移轉登記，遂認為黃地政士於執行上開業務上顯有違反地政士法之嫌。 

二、本府於 110年 2月 4日以基府地權貳密字第 1100205787號函請黃地政士，於 20日

內以書面提出說明，經黃地政士於 110 年 2 月 23 日以書面回復，其陳述內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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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按「買方就本買賣標的所設定或負擔之債務，如需以買方所給付之價金或買

方向金融機構所申辦之貸款配合清償者，應於完成產權移轉登記後辦理，否

則概由賣方於完稅前自行處理...」為買賣契約書第 4 條第 6 項約定，陳情

人與買方代理人原預定在 109 年 3 月 12 日同時辦理清償塗銷買賣標的上之

第二順位抵押權（新光銀行）及第三順位抵押權(鄭○庭)，因此地政士趕在

109年 3月 10日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此係符合契約之約定。 

(二)本件買方係於 109 年 3 月 20 日與彰化銀行思源分行辦理抵押權簽訂抵押權

設定契約，地政士於 109 年 3 月 24 日接獲彰化銀行思源分行通知始能得知

之結果，在 109 年 3 月 10 日買賣標的所有權過戶時，地政士尚未能確認買

方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之金額是否少於尾款，自無違反契約書第 3條之

約定可言。 

三、本府依上開事實，於 110年 12月 21日召開本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 110年第 1次會

議審議。 

理  由 

一、按「地政士受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地

政士違反本法規定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三、違反…第 26條第 1項…規定者，

應予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設立地政士懲戒委員

會（以下簡稱懲戒委員會），處理地政士懲戒事項；其組織，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地政士有第四十四條各款情事之一時，委託人、利害關係人、

各級主管機關、地政事務所或地政士公會得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地政士登記

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懲戒委員會處理。」分別為地政士法第 26條第 1

項、第 44條第 3款、第 45條第 1項及第 46條所明定，合先敘明。 

二、查買賣契約書第 3條明定「第四期款…(4)買方未完成第三期款(2)至(4)，或第四期

款(1)至(3)所約定之尾款或差額未依約定匯入履保專戶，特約地政士應暫停辦理繳

稅及產權移轉登記手續。」，黃地政士未確認買方貸款額度是否足夠支付尾款之情

形下，逕於 109年 3月 10日辦竣產權移轉登記，顯與契約約定未符。 

三、縱然黃地政士提出因買賣當事人須於 109年 3月 12日辦理動撥買賣價金辦理抵押權

清償，依契約第 4條第 6項約定，應於完成產權移轉登記後始能動撥買賣價金，而

逕予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惟因簽約當下地政士即知悉賣方欲先行動撥價金清償抵押

權，應以其專業協助引導雙方修改契約或補充書面文件替代，而非逕以其認定之契

約條款執行業務，使賣方承受不必要之風險，爰此，違反地政士業務上應盡之義務

事實已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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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被付懲戒人未依契約約定執行業務，違反地政士法第 26條第 1項規定，爰依

同法第 44條第 3款規定懲戒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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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明義 

委員  陳雅萍 

委員  簡寶秀 

委員  沈志欽 

委員  張景傳 

委員  張欣怡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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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訴願書以實際

收受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002845A號 

主旨：檢送益興營造有限公司（舊制營造業）申請自111年2月3日起至112年2月2日止停

止營業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內政部93年1月13日台內營字第0930081571號令暨益興營造有限公司111年1月12

日申請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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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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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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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002845B號 

主旨：公告益興營造有限公司（舊制營造業）申請自111年2月3日起至112年2月2日止停

止營業，請周知。 

說明：內政部93年1月13日台內營字第0930081571號令暨益興營造有限公司111年1月12

日申請書辦理。 

公告事項：  

一、廠商名稱：益興營造有限公司 

二、負責人姓名：邱國祥 

三、登記證等級：丙F（舊制營造業） 

四、登記證號數：A04783-000 

五、營業地址：基隆市信義區義六路11號3樓 

六、備註：營造業登記證書及承攬工程手冊業已繳存。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1392A號 

主旨：檢送長清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31-000號）申請自111年1月1日起停止營業公

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長清土木包工業110年12月29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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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管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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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月18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1392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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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公告長清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31-000號）申請自111年1月1日起停止營業，

請周知。 

依據：長清土木包工業110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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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清土木包工業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49巷185之1號8樓 

三、負責人姓名：吳秀美 

四、登記證字號：土F字第F9013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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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5309A號 

主旨：檢送成陽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成陽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111年1月19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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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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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5309B號 

主旨：公告成陽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請周知。 

依據：成陽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111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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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陽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107巷6號5樓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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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90578361 

四、負責人姓名：陳昱亘 

五、資本額：新台幣1,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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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0194-000號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5224A號 

主旨：檢送泰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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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泰永營造有限公司111年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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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基隆市稅務局、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建築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5224B號 

主旨：公告泰永營造有限公司准予登記為丙等綜合營造業，請周知。 

依據：泰永營造有限公司111年1月19日綜合營造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營造業名稱：泰永營造有限公司 

二、營業地址：基隆市信義區崇法街55巷2之1號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90255600 

四、負責人姓名：吳定樺 

五、資本額：新台幣36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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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組織性質：有限公司 

七、登記證號數：F00082-000 

八、專任工程人員（土木技師）姓名：李泓霖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授文資壹字第1110330047A號  

主旨：檢送本府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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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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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基隆市榮民服務處、 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基隆辦事處、基隆市公共汽車 管

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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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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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5日 

發文字號：授文資壹字第1110330047B號 

主旨:公告「大沙灣考古遺址」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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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考古遺

址審議會110年度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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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5-60、15、16-1、16-5地號，面積共計7,793平方公尺。 

五、 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 指定理由： 

1. 大沙灣考古遺址為多文化層遺址，包括新石器時代之訊塘埔文化、圓山文

化、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等、以及清末與日治時期階段等。在文化空間

場域 發展與脈絡有其連續性。部分資料更可與歷史文獻相互對照，具有

特殊性。 

2. 大沙灣考古遺址為基隆東岸首次系統性之考古大型發現，遺跡、遺物及現

象頗為豐富，對於研究新石器時代早期至歷史階段文化發展與人群遷徙過

程有其重要性；對於16-17世紀大雞籠社研究亦是不可多得之第一手資

料，在學術研究上有極高價值。  

3. 大沙灣考古遺址呈現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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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

代演進，該場域除延續做為軍事相關之建築設施，已逐漸轉換成結合歷

史、文化、經濟之現代場域。  

4. 遺址範圍之大沙灣砲臺遺跡，保存尤為完整，特別是砲臺基礎與部分結構，

對於研究清末海防砲臺之形式、結構有重要意義。  

5. 大沙灣砲台遺跡範圍廣、結構特殊且複雜，亦屬目前首次透過考古發掘之

大型歷史性、戰爭性結構物，從展示與教育層面而言有其顯著意義。其位

置不僅可做為考古遺址現場展示，亦可與周圍設施互通，整體規劃為基隆

歷史文化之重要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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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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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7400A號 

主旨：檢送大地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55-000號）申請自110年11月4日起停止營業公

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大地土木包工業111年1月28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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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1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7400B號 

主旨：公告大地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555-000號）申請自110年11月4日起停止營業，

請周知。 

依據：大地土木包工業111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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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土木包工業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59巷25之1號4樓 

三、負責人姓名：許增吉 

四、登記證字號：土F字第F901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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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基府人考貳字第1110009128號 

主旨：有關本市中正區公所前里幹事吳信平及謝麗珍因涉違反貪汙治罪條例移付懲戒，

經懲戒法院110年度清字第101號判決，並於本（111）年2月17日判決確定，請查

照。 

說明： 

一、 依據「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規定辦理。 

二、 檢附懲戒法院110年度清字第101號懲戒判決影本及其判決確定證明書影本各1

份。 

正本：銓敘部、審計部臺灣省基隆市審計室、本府綜合發展處(請登刊公報) 

副本：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基隆市仁愛區公所、本府人事處(均含判決確定證明書影本) 

市長   林右昌 

懲戒法院判決 

110年度清字第101號  

移 送 機 關 基隆市政府  

代 表 人 林右昌  

被付懲戒人 吳信平 基隆市仁愛區公所前里幹事 

            謝麗珍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前里幹事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基隆市政府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信平、謝麗珍均撤職並各停止任用壹年。 

    事 實 

壹、基隆市政府移送意旨： 

一、應受懲戒事實及證據： 

被付懲戒人吳信平及謝麗珍因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事由，應受懲戒。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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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被付懲戒人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被付懲戒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下稱基隆地檢

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5523號、第5524號及第5525號起訴書，依刑事訴

訟法第251第1項提起公訴(證一)，並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下稱基隆地院）110

年9月24日110年度訴字第244號刑事判決有罪(證二)。判決書內容摘陳如下： 

1.被付懲戒人吳員於民國99年1月至105年12月間擔任基隆市中正區公所里幹

事，被付懲戒人謝員於102年1月至106年12月間擔任同區公所里幹事，渠等負

責推行政令、里育樂活動、區公所及里長交辦事項等業務，屬依法令服務於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基隆市中正區公所依地方

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7條規定，編列每月新臺幣

(下同)45,000元之里長事務補助費，除其中41,000元逕撥付里長以支應文具

費、郵電費…等因公支出之費用外，餘4,000元里辦公室補助費，係由里幹事

先墊付相關支出後，檢具收據核銷。渠等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登載不實

公文書及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分別於105年12月23日前及102年之

某不詳時間，以取得商號出具之空白收據，未經各該商號授權，於取得之收據

內填寫不實內容，並在原始憑證黏存單上記載里辦公費4,000元及加註已墊付

等不實事項，持之向基隆市中正區公所申請每月4,000元之里辦公費，致該所

承辦人陷於錯誤，撥款予被付懲戒人而核銷支出，渠等各月核銷金額合計分別

為60萬4,000元及40萬4,000元。 

2.基隆地院判決吳員犯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共77罪，各處有期

徒刑1年9月，均褫奪公權2年。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緩刑4年，褫奪公權4年。

已繳回之犯罪所得，沒收之。謝員犯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共

53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2月，均褫奪公權1年。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緩刑3

年，褫奪公權1年。已繳回之犯罪所得，沒收之。 

 (二)基隆地院110年10月29日基院麗刑仁110訴244字第13174號函   稱該案業已判

決確定(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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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第24條規定，移請貴院審理。 

三、另吳信平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本府業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第4

款及同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1月12日以基府人力壹字第0000000002號令免職，並溯

自判決確定之日生效(證四)。謝麗珍業經銓敘部110年8月24日部退一字第

1105377793號函審定，於110年8月31日自願退休(證五)。併予敘明。 

四、證據(均影本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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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一：基隆地檢署110年6月9日基檢貞誠108偵5523字第1100000000號函及附件。 

證二：基隆地院110年9月24日110年度訴字第244號刑事判決。 

證三：基隆地院110年10月29日基院麗刑仁110訴244字第13174號函。 

證四：基隆市政府111年1月12日基府人力壹字第0000000002號令。 

證五：銓敘部110年8月24日部退一字第1105377793號函。 

貳、被付懲戒人吳信平答辯意旨： 

本人自服公職20餘年以來，即戮力從公，戰戰兢兢，為里民服務，能力受長官嘉許

及重用，故交付以三里里幹事服務任務，未曾有受過處分及不良紀錄，惟因公費核

銷事項，便宜行事，誤觸法規，造成憾事，本人對自己所犯錯誤，深確檢討並身感

慚愧及自責。惟自受刑事庭判決確定後，本人虛心接受處分，且已被機關停職處分，

然家中情況尚有95歲高齡母親需侍奉及就讀國中三年級子女需扶養。日後緩刑結

束，盼刑期撤銷後，若有續服公職之機會，必當銘記本次教訓，不敢有所懈怠，懇

請庭上能給予改過自新機會再從事公職。 

參、被付懲戒人謝麗珍答辯意旨： 

一、懲戒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免議之判決：一、同一行為，已受懲戒法院之

判決確定。二、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確定，認已無受懲戒處分之必要。三、已逾第二

十條規定之懲戒處分行使期間。公務員懲戒法第56條定有明文。 

二、被付懲戒人謝麗珍經基隆地院於110年9月24日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

刑參年，褫奪公權壹年，現已確定在案。被付懲戒人前無不良素行，惟因一時失慮，

致罹法典，被付懲戒人係自首接受裁判，且案發後其已歸還所詐得款項，而所涉刑

事案件，既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參年，褫奪公權壹年確定，祈請鈞

院審酌上情，依上揭規定予以免議之判決。並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

定，不經言詞辯論為之，至感德便。 

     理 由 

一、被付懲戒人吳信平自99年1月起至105年12月間擔任基隆市中正區公所砂灣里里幹

事、於99年1月至105年2月間擔任同區公所平寮里里幹事、於105年1月至同年12月

間擔任同區公所新富里里幹事，謝麗珍於102年1月起擔任同區公所中正里與正濱里

里幹事，渠等依基隆市里幹事服務要點之規定，負責推行政令、推行里育樂活動、

里長交辦事項、區公所交辦事項等業務，且受區公所民政課長承區長之命令指揮監

督，並受配屬里長之督導，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渠等均明知基隆市中正區里長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

條例第7條規定，由基隆市中正區公所編列每月新臺幣（下同）45,000元之里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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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補助費，以供里長支應文具費、郵電費、水電費及其他因公支出之費用，渠等亦

均明知除其中41,000元之里長事務補助費由基隆市中正區公所直接撥付予里長

外，其餘4,000元係作為里辦公室補助費（下稱里辦公費），由里幹事先墊付相關

支出後，檢具收據核銷，其核銷方式係由里幹事在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原始憑證黏存

單經辦人欄用印請領，之後由里長用印，再交由區公所民政課承辦人員、會計、秘

書及區長用印核銷，區公所人員再製作基隆市中正區里辦公室現金受款人及付款憑

單受款人清單，並由代墊之里幹事在基隆市中正區里辦公室現金受款人用印領款。

詎渠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各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及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吳信平於105年12月23日前之某不詳時間，陸續自不知情之友人姚琴富處取得如

附表一編號1至154所示商號出具之已蓋妥該商號店章或免用發票專用章與負責

人私章，其他欄位均空白之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下稱空白收據）後，明知未經

各該商號之授權，竟於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委託不知情之真實姓名年籍不

詳之其餘里幹事，在其上開取得之空白收據內，分別填寫上不實之里辦公處、

日期、品名、數量、單價、總價與合計等內容，並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日期所

屬月份之次月間，持之向基隆市中正區公所申請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日期所屬月

份之砂灣里或平寮里或新富里每月4,000元之里辦公費，並在職務上所掌原始憑

證黏存單上記載里辦公費4,000元整及在收據上用印並加註已墊付等不實事

項，致基隆市中正區公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該3里之里辦公處確有該支

出，因而分別將所申請之里辦公費撥款予吳信平而核銷該支出，致吳信平詐得

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日期所屬月份之上揭3里之里辦公費，各月核銷金額合計如

附表一之1所示，共計60萬4,000元，足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1至154所示商號及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管理里辦公費之正確性。 

㈡謝麗珍於102年之某不詳時間，取得吳信平移交工作後所留下之附表二編號1至

102所示商號出具或農民出售農產物之空白收據（詳附表二之註1，此部分僅蓋

有該農民之私章）後，明知未經各該商號或農民之授權，竟於不詳時間，在不

詳地點，自行在上開取得之空白收據內，分別填寫上不實之里辦公處、日期、

品名、數量、單價、總價與合計等內容，並於附表二各編號所示日期所屬月份

之次月間，持之向基隆市中正區公所申請附表二各編號所示日期所屬月份之中

正里與正濱里每月4,000元之里辦公費，並在職務上所掌原始憑證黏存單上記載

里辦公費4,000元整及在收據上用印並加註已墊付等不實事項，致基隆市中正區

公所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誤認該2里之里辦公處確有該支出，因而分別將所申請

之里辦公費撥款予謝麗珍而核銷該支出，致謝麗珍詐得附表二各編號所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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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月份之上揭2里之里辦公費，各月核銷金額合計如附表二之1所示，共計40

萬4,000元，足生損害於附表二編號1至102所示商號或農民及基隆市中正區公所

管理里辦公費之正確性。案經謝麗珍自首及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移送

基隆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二、以上事實，業據基隆地檢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5523號、第5524號及第5525號起

訴書提起公訴，經基隆地院110年度訴字第244號刑事判決宣告吳信平犯公務員利用

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共77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9月，均褫奪公權2年。應執行

有期徒刑2年，緩刑4年，褫奪公權2年（移送書誤載為4年）。已繳回之犯罪所得60

萬4,000元，沒收之。謝麗珍犯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共53罪，各處

有期徒刑1年2月，均褫奪公權1年。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緩刑3年，褫奪公權1

年。已繳回之犯罪所得40萬4,000元，沒收之，各確定在案。該判決綜合調查證據之

結果，略以：上開事實，各據吳信平、謝麗珍在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

坦承不諱，核與證人簡曉東（即砂灣里里長）、連明郎（即基隆市中正區公所會計

室主任）、汪金民（即成昌商號負責人）、詹招治、黃錦隆（即吉隆商店之原、現

任負責人）、陳忠賀（即來來商店負責人）、姚琴富（即七堵區長興里里長）、陳

朝宗（即大新餅店負責人）、陳寶秀（即興光商行負責人）、陳瑞乾（即瑞峰茶行

負責人）、謝燦焜（即協裕商店負責人）、吳凱琪（即七堵區公所民政課課長）、

梁火龍（即中正里里長）、林耀基（即正濱里里長）、謝文智（即文智商店負責人）、

吳麗玲（即尚飲茶行負責人）、蔡俊宏（即銀河茶行負責人）、劉恩志（即欣隆實

業行負責人）、吳文雄（即鑫欣商行負責人）、孫黃秀抱（即德昌食品行負責人）、

江明強（即好康蔬果店負責人）、郭兆麒（即色彩世界麒美店負責人）、陳文廷（即

慶福食品行負責人）、古田永（即金香西點麵包店負責人）、歐振山（即唐明皇茶

與有機食品店負責人）等人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情節亦大致相符，並有基隆市中

正區公所原始憑證黏存單影本（含各商號之統一發票）等在卷可稽。因認吳信平、

謝麗珍所為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渠等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登載不實公

文書及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犯行，均堪認定。依上開確定刑事判決所為之論

斷，堪認被付懲戒人確有上開違失（法）行為，事證已臻明確。 

三、查本件於110年12月8日繫屬本院，依現行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規定：「本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被付懲戒人之應付懲戒事

由、懲戒種類及其他實體規定，依行為時之規定。但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被付

懲戒人者，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公務員懲戒法先於105年5月2日修正施

行，繼於109年7月17日修正施行。本件被付懲戒人吳信平之違失行為發生於99年1

月迄至105年12月13日間，謝麗珍發生於102年1月迄至106年12月15日間，有上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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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決可稽（詳見附表一、二）。渠等先後行為均為詐欺取財，公務員違失行為性

質相同；且移送機關移送之多數違法失職行為，依法本應整體評價合而為一個懲戒

處分。被付懲戒人之多次違失行為跨越公務員懲戒法於105年5月2日修正公布施行

前、後，其中既有部分行為係發生在上揭修正公布施行後，原應全部適用被付懲戒

人行為時，即公務員懲戒法於105年5月2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規定予以懲戒。然公務員

懲戒法復於109年7月17日修正公布施行，而經核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關於懲戒事由、

懲戒條件，以及同法第9條關於懲戒處分之種類，暨同法第11至17條、第19條（即免

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休職、降級、減俸、罰款及申誡）

關於懲戒處分實質內容之規定，於本次均未修正。至同法第18條有關記過之規定，

雖將「記過」，修正為「記過得為記過一次或二次」；「一年內記過三次者」，修

正為「一年內記過累計三次」，然前者依其立法說明係以依公務員懲戒案件實務，

對公務員為記過懲戒處分之判決時，判決主文可諭知記過一次或記過二次，乃基於

法律明確性原則，將該實務運作情況予以明文化；而後者僅為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被

付懲戒人之文字修正，均非屬法律有變更之情形，自毋庸比較新舊法，應依一般法

律適用原則，逕適用109年7月17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裁判時法。 

四、被付懲戒人等上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行為，除觸犯刑罰法律外，均有違公務

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之旨，所為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之違

失行為，其行為戕害人民對公務員信賴，為維護公務紀律，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

本件依移送機關提供之資料及上開刑事判決暨被付懲戒人提出答辯狀，已足認事證

明確，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審酌被付懲戒人詐欺之次數、金額，自首、自白

及已返還犯罪所得，並公務員懲戒法第10條所定各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分別判決如

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 

五、公務員懲戒法第1條第2項規定：「本法之規定，對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離職

之公務員於任職期間之行為，亦適用之。」被付懲戒人謝麗珍雖已退休，惟其違失

行為存在16 於102年1月迄至106年12月15日間，均係110年8月31日退休前之行為，

自應依法審究。又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確定，認已無受懲戒處分之必要，應為免議之

判決，公務員懲戒法第56條第2款雖有明文。被付懲戒人等雖均受褫奪公權之宣告確

定，然其任職公務員，未能廉潔自持，竟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取財，且經年累月，

戕害公務機關形象，其違失責任情節不輕，仍有懲戒必要，自不宜依公務員懲戒法

第56條第2款規定，為免議之判決，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前段、第2條第1

款、第9條第1項第2款，第1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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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黃梅月 

 法 官 張祺祥 

 法 官 吳謀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

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

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

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許麗汝 

 

基隆市政府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9455A號 

主旨：檢送怡助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51-000號）申請自111年2月9日起停止營業公

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怡助土木包工業111年2月21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正本：基隆市政府綜合發展處服務中心(請張貼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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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管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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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7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09455B號 

主旨：公告怡助土木包工業（土F字第F90151-000號）申請自111年2月9日起停止營業，

請周知。 

依據：怡助土木包工業111年2月21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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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土木包工業名稱：怡助土木包工業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中正區調和街226巷8號8樓 

三、負責人姓名：黃靜儀 

四、登記證字號：土F字第F9015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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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10774A號 

主旨：檢送山利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公告1份，請查照。 

說明：依山利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111年2月25日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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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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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右昌 

基隆市政府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建貳字第1110210774B號 

主旨：公告山利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准予設立土木包工業登記，請周知。 

依據：山利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111年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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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利土木包工業有限公司 

二、土木包工業地址：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10巷227號1樓 

三、營利事業統一編號：90563368 

四、負責人姓名：邱林逵 

五、資本額：新台幣1,00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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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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0195-000號 

              市長   林右昌 

 



 
 
 

 

 

 

 

 

 

 

 

 

 

 

 

發 行 人：林 右 昌 

發 行 所：基隆市政府 

總機電話：(02)24201122 轉 9 

專線電話：(02)24289481 統 一 編 號
傳  真：(02)24289481 

2009203532
承 印 者：欣光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基隆市義二路 266 號 

電  話：(02)2429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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