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修繕補助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以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報備有案之管理委員會或

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所稱管理負責人者為補助對

象。 

符合前項規定申請補助者，每年至少應召開一次區分所

有權人會議，並將會議紀錄、社區規約、區分所有權人

名冊提報各管轄區公所核備後轉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備查。 

第三條 依本辦法申請補助之範圍如下： 

一、公共路燈之維護：由本府工務局公用課支援路燈維

修車輛。維修材料由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自行負擔。 

二、公共環境清潔衛生之維護： 

１、環境消毒：針對社區戶外開放性空間、巷道、

中庭、水溝、地下室等處進行消毒，一年兩次

與區公所同步實施。 

２、飲用水安全：平時發覺飲用水有遭受污染時，

報由本市環境保護局進行水質採樣檢驗。 

三、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 

(一)無欠繳違反消防法行政罰鍰及依規定辦理最近

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作業者(非應辦理

檢修申報社區除外)，依作業須知辦理本案補助

相關作業，有關作業須知由管理機關另訂之。 



(二)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申請補助經費上限基

準： 

１、公寓大廈在 50戶以下者：補助上限為新台

幣五千元。 

２、公寓大廈在 51戶至 100戶者：補助上限為

新台幣一萬元。 

３、公寓大廈在 101戶至 200戶者：補助上限

為新台幣二萬元。 

４、公寓大廈在 201戶至 300戶者：補助上限

為新台幣三萬元。 

５、公寓大廈在 301戶至 500戶者：補助上限

為新台幣五萬元。 

６、公寓大廈在 501戶至 1000戶者：補助上限

為新台幣七萬元。 

７、公寓大廈在 1001戶以上者：補助上限為新

台幣十萬元。 

(三)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申請補助每會計年度以

一件為限，補助經費依年度編列預算額度辦

理，申請管理委員會於審核後不得請求追加補

助款，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加部分應由各公

寓大廈管理委員會自行負擔，前款補助上限之

規定得依年度編列預算調整修正。 

四、公共通道路面之維護：社區供公眾通行道路（開放空



間、法定空地或依建照規定應留設之綠敷地除外），

路面鋪築二年以上，如有破損報由本府或區公所派員

修補（瀝青混凝土路面由本府工務局修補、一般混凝

土路面由各管轄區公所修補）。另標誌、標線、號誌

由管理委員會自行處理。 

前項路面之維護，僅對道路坑洞局部修補，如涉及

全面鋪設應由社區管理委員會自行籌款鋪設。 

第四條 前條補助費用，由本府各業務單位及附屬機關視財源編

列預算辦理。 

第五條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提出申請者，應檢具相關

書表文件向管理機關提出申請，所需申請書表，由管理

機關定之。 

第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基隆市公寓大廈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護修繕補助作業須知 
 

壹、本作業須知係依基隆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修繕補助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之。 

貳、本作業管理機關為基隆市消防局(以下簡稱本局)。補助對象

依本辦法所訂公寓大廈內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修繕，其補助

以「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八條所列滅火設備

為限。 

叁、審核標準 

一、須符合本辦法補助之對象及範圍。 

二、依年度編列預算額度，以申請時間先後順序為原則。 

三、公寓大廈之申請補助計畫具整體性且同時願自籌經費配

合修繕維護者優先補助。 

四、以二年內未獲補助之公寓大廈優先補助。 

五、本局得視需要召開審核小組會議，審核小組由本局另訂

之。 

肆、作業程序 

一、公寓大廈申請本辦法補助者應填寫「基隆市公寓大廈公

共消防滅火器材維護補助申請表」（如附件一）檢附最近

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核備

證明、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最近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紀錄文件資料(提案通過申請補助之決議)、管理

委員會金融機構存摺影本、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修項



目、估價單及相關照片等資料並依「基隆市公寓大廈公

共滅火器材維護修繕補助作業流程表」(如附件二)辦

理，本局於審核後通知申請單位。 

二、公寓大廈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護修繕辦理完竣時，應由

管理委員會檢送(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照片及費用明

細與收據或發票)向本局申報完工，申請核撥補助款等手

續。 

三、公共消防滅火器材故障已由轄區消防單位開立限期改善

通知單者，須經轄區消防單位複查符合後，併前款辦理

結案。 

伍、作業期程 

一、本案作業期程自完成審核通知後至申請核撥補助手續日

止應於 3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二、申請本辦法補助之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在每年 6月

底前提出申請;在受理申請截止後如仍有賸餘款則於每

年 8月至 9月再受理申請，並應於當年度 10月底前完工，

相關資料、單據應於 11月底前核銷，並於年度結束前完

成補助款核撥作業，逾期不予受理(除有特殊情形簽奉保

留外)。 

陸、本作業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附件一 

基隆市公寓大廈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護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寓大廈名稱： 

土地地號： 

建築物地址： 

基地面積： 建築面積： 

建築概要 
鋼筋混凝土造 地上    層 地下    層 共    層建築物 

    棟之集合住宅 

委員會統一編號： 社區住戶數： 

代表(聯絡)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傳真： 

身分證字號： 

地址： 

申請補助器材明細  

社區自籌款金額  

本次申請補助金額  

檢
附
資
料 

□ 最近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核備證明 

□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 最近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紀錄文件資料 

□ 管理委員會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 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修項目及估價單資料 

□ 相關照片資料 

□ 其他： 

備註： 

1、住戶數由管理委員會依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核備住戶數填報，若有虛報情形應自行負

法律責任。 

2、本申請表請加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及主任委員印章。 

3、本申請案係為提昇公寓大廈居住品質補助用，申請人如有偽造文書或侵害他人權利

等情事，由申請人依法負其責任。 

 



附件二 

基隆市公寓大廈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護修繕補助作業流程表 

 

 

 

 

 

 

 

 

 

 

 

 

 

 

 

 

 

 

 

 

 

申請符合 

案件符合 

申請不符 

案件不符 

1.最近一次消防安全設備檢
修申報書 

2.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核備證
明 

3.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4.最近一次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決議紀錄文件資料 

5.管理委員會金融機構存摺
影本 

6.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修項
目及估價單 

7.相關照片資料 

申請 

填具補助申請表 
檢附相關資料 
(管理委員會) 

受理 
(火災預防課) 

(視需要召開審核小組) 

通知 
(火災預防課) 

 

辦理維護修繕 
施工相關事宜 
(管理委員會) 

1.應以 3個月內完成為原則 
2.應在每年 6月底前提出申
請;在受理申請截止後如
仍有賸餘款則於每年 8月
至 9月再受理申請，並應

於當年度 10月底前完工，
相關資料、單據應於 11月
底前核銷，並於年度結束
前完成補助款核撥作業，
逾期不予受理(除有特殊
情形簽奉保留外)。 

檢附相關資料 
(管理委員會) 

1.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後
等維修紀錄照片 

2.費用明細與收據或發票 
3.公共消防滅火器材故障
已由消防單位開立限期
改善通單者，應經轄區消
防分隊複查符合 

受理 
(火災預防課) 

 

撥款結案 
(會計室、行政室) 

退件或 
通知補資料 

退件 
結案 

彙辦 
(火災預防課)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函 
 
地址：基隆市○○區○○路○○號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204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 129巷 6號 

受文者：基隆市消防局 
發文日期：95年 1月 1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公寓大廈申請補助公共消防滅火器材之維護乙案之

相關資料(如附件)，請  查照。 

 

 
正本：○○○○○○○○○ 
副本：○○○○○○○○○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 

會議地點： 

會議時間： 

主席： 紀錄： 

參加人員或單位：應到 000戶；實到 000戶(詳如簽到冊) 

會議內容 

一、主席報告 

(一)報告本次會議議程及內容說明 
(二)說明部分委員職務異動情形 

(三)本次會議最主要召開目的為通過住戶規約及補選管理委員

二名 
第一案 

(案由)D、G棟北面之一及之四住家客廳落地窗加裝氣密室窗戶案 

(內容)統一格式集體加裝。 
(決定)經投票同意 194票，反對 147票，廢票 37票。 

第二案 

(案由)市府辦理公寓大廈公共消防滅火器材維護輔助本社區可
申請 

(內容)授權管理委員會向基隆市消防局申請本案輔助 

(決定)經投票同意 398票，反對票 0票，廢票 2票。(通過授權) 
二、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