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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公園綠地美化公園綠地美化公園綠地美化公園綠地美化、、、、路燈工程路燈工程路燈工程路燈工程    

((((一一一一))))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1111、、、、公園綠地美化公園綠地美化公園綠地美化公園綠地美化((((含都市計畫公園及其他含都市計畫公園及其他含都市計畫公園及其他含都市計畫公園及其他))))：：：：    

(1)為提昇市民生活品質，擴大綠化、遊憩空間，配合都市計畫及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策

訂本市公園綠地中程發展計畫，並配合本府既定政策依年度計畫程序積極辦理新(擴)

建公園及具有特色之公園闢建，以達到各公園均衡分布於市區及郊區，提供市民休憩使

用為目標。 

(2)本市現有都市計畫及其他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及廣場(含非都市計畫河濱公園 39

處)總計 1,067 處，面積 1,983 公頃。至 101 年底已闢建及已編列預算即將闢建完成開

放供市民使用者計 841 處，面積約 1,371 公頃，平均每人享有面積可達 5.172 平方公尺。

餘未開闢者配合本府財源，逐年籌編預算辦理闢建，俾提供市民遊憩、運動、休閒之用，

期以提昇市民之生活品質並美化市容。 

2222、、、、路燈裝設路燈裝設路燈裝設路燈裝設：：：：    

(1)都市夜間照明直接美化市容觀瞻、點綴街衢、增益供公眾道路夜間通行及公園遊憩之安

全、消滅治安死角，間接維護本市治安及交通等功能，為市政建設重要之一環。 

(2)民國 60 年臺北市路燈盞數僅 27,261 盞，光源多採白熱燈、日光燈及部分水銀燈，照明

效率較差，經汰換更新及增設高效能路燈，迄 100 年底路燈盞數累計 148,213 盞。 

((((二二二二)100)100)100)100 年工程執行情形年工程執行情形年工程執行情形年工程執行情形：：：：    

1111、、、、公園工程公園工程公園工程公園工程::::    

(1)100 年新建完工工程 6 項。 

(2)100 年改善完工工程 91 項。 

(3)100 年度重要施政辦理情形： 

A、大湖公園環境改造工程： 

大湖公園位於內湖區成功路五段 31 號，總面積 13 萬 4,135 平方公尺，本工程參採社

區活動與民眾意見，使大湖公園兼具生態環保、景觀休憩及防洪避難功能，規劃概念

融合自然、園林、建築、人文及休閒時尚，呈現都市紋理與自然交織的多樣化活動空

間。大湖公園環境改造工程分 2 期發包施工，第一期工程以景觀工程為主，已於 100

年 8 月 18 日完工。第二期工程以建築工程為主（含泳池），100 年 11 月 2 日發包，預

計 101 年 2 月開工，102 年完工。 

B、萬華 406 號廣場新建工程 

本工程位於中華路 1 段與長沙街 2 段交叉口，總面積 8,623 平方公尺。本廣場定位為

兼具文化與觀光功能的都市廣場，規劃闢建多功能活動廣場，並將樹心會館及鐘樓等

古蹟及輪番所、本堂臺基及御廟所臺基等歷史建築依現況保存修復再利用，期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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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一個休憩、享受綠意、舉辦活動及瞭解萬華地區歷史文化的空間。本工程已

於 100 年 5 月 10 日開工，預計 101 年完工。 

C、文山(景美)42 號綠地擴建工程 

本工程位於文山區興隆路三段海巡署前，總面積 3,653 平方公尺，100 年度開闢 2,942

平方公尺，綠地原為海巡署用地，以改善周邊環境提供舒適行走空間及優質休憩空間

為目標，保留現有喬木並適當增加葉色多樣及具香味之灌木。綠地內規劃設置園路連

接既有人行步道，提供民眾舒適之人行空間。工程於 100 年 9 月 15 日開工，並於 101

年 1 月 20 日完工。 

D、公園內公廁整修計畫：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目前轄管臺北市公園內公廁有 98 座，自

90 年本府訂為「公廁年」迄今，持續整修完成 74 座；另配合本府「無障礙生活環境」

「環保及河川整治--水體保護」「尊重女性權益」政策，除少數位於山坡地公園公廁

外，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所轄公廁已達成無障礙生活環境」要求者有 87 座，並已完

成埋設衛工管之公廁計有 69 座，完成男女廁間比例 1：3 之公廁有 65 座。 

2222、、、、綠化工程綠化工程綠化工程綠化工程：：：：    

(1)為營造道路不同風貌及增添亮麗色彩，於市區各主要道路安全島、外縣市進出本市孔

道、圓環、綠地及聯外道路等地點，以色彩鮮豔之草花及植栽作重點式佈置，另依安全

島、綠地、人行道樹穴之植物綠化情形選擇路段編列預算栽植喬、灌木、地被等植物，

以複層式之設計手法，強化道路軸線景觀，期能提供市民舒適、健康的生活環境及不同

的視覺享受。100 年度草花美化面積為 117,310 平方公尺。 

(2)於市區寬 2.5 公尺以上人行道普遍栽植行道樹，及加強缺株補植與樹種更新，以強化都

市綠化機能，提高道路綠化效果。100 年度（含 100 年度行道樹補植工程）共增（補）

植行道樹 820 株、灌木 244,402 株、草皮 4,455 ㎡、地被草花 52,639 盆。100 年度配

合全市綠化執行草花美化及綠地安全島整理工程、本市綠地安全島整建工程等，均已發

包、施工完竣。 
(3)樹木銀行： 

為妥善安置因公共工程拆遷施工時需要移植樹木之去處，以及接受民間捐贈或提供樹木

定植處所，完成設置「樹木銀行」規劃，並研訂「臺北市樹木銀行設置及作業實施計畫」

乙種，已於 92 年 9 月 19 日起開始實施，可藉由樹木銀行資訊系統作移入（出）統一調

度及移植管理機制。樹木銀行開辦以來，歷經各公共工程配合遷移樹木之移入、移出，

目前樹木銀行移植地點分為定植地及假植地 2 種： 

A、定植地（可供固定永久性栽植樹木之場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各公園綠地及本府

各機關所屬用地，如環保局福德坑環保復育園區、原住民運動公園、修車場及自來水

淨水場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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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假植地（臨時性暫存場所）：目前假植地已有士林 183 號綠地保留地、寶湖國小保留

地及羊稠國小保留地三處： 

a、士林 183 號綠地保留地：面積 2,299.88 平方公尺（位於仰德大道 4 段光華路旁），

目前種植 266 株喬木及 175 株箱植苗。 

b、寶湖國小保留地：面積 19,618.77 平方公尺（位於內湖區民權東路 6 段 206 巷旁，

國醫中心對面，借用期間 3 年〈98 年 3 月 24 日-101 年 3 月 23 日止〉。100 年度寶

湖等樹木移植工程已於 100 年 11 月 16 日施工完竣，目前園區已無樹木，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刻正辦理廢棄花缽運棄、堆肥清運及堆肥區牆打除運棄設計發包，俟施

作完成後，再辦理歸還事宜。 

c、羊稠國小保留地：面積 19,770.31 平方公尺（位於內湖區舊宗路、行善路口）：目前

假植喬木 91 株。羊稠國小假植區配合規劃作為潭美國小遷校基地，101 年計畫徵選

建築師及設計階段，本處已與潭美國小研議續約 1 年，繼續使用至 102 年 3 月 31

日止。 

(4)推動民間參與認養： 

由民間團體或個人認養綠地、廣場、安全島及面積一公頃以上公園 100 年度 12 月底共

315 處，認養面積 319,936 平方公尺，為本府節約維護經費 20,826,371 元 

(5)辦理園藝館展覽及花卉展示活動： 

A、2011 陽明山花季以「春滿希望」為主題。由市區福林路經仰德大道至山上陽明公園為

中心軸線，串聯沿途的景點包括士林官邸、雙溪公園、林語堂故居、花卉試驗中心、

前山公園、陽明公園形成綠色軸帶，並依各公園特色加強佈置與造景，為臺北市民提

供一個最佳春季休閒去處。2011 陽明山花季活動展期自 100 年 2 月 18 日至 100 年 3

月 20 日共 31 天，遊園人數約 106 萬人次。 

B、2011 士林官邸菊展活動以「菊與詩的對話」詮釋菊展主題，這次特別將展區延伸至花

博公園圓山展區、仁愛圓環和台北車站，展出十二大展區，分別是詠菊、大立菊展示、

贈劉景文、夢裡的懸崖菊、菊嘆、福山秋菊、不第後賦菊詩、竹律菊韻譜新曲、菊花

大觀園、菊花展區，除此之外更展出難得一見的盆景菊、嵯峨菊，另外更展現前所未

更的菊花栽培技術，培育出超越歷史新高共 1,291 朵大立菊及 34 公分的大菊，遊客

們多更讚譽，期間共吸引 39 萬 9400 人次遊客。 

C、配合「2010 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會後花之隧道、怡情園及濱江街整建工程，新生公

園重點區域設計草花、觀花性灌木，以延續花博意象。 

D、「2011 臺北茶花展─百年好合」自 100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23 日止於公園路燈工程

管理處花卉試驗中心舉辦，除了園區上萬株茶花外，並邀請全國各地茶花同好參加盆

景展示，10 天展期間計吸引超過 35,000 人次民眾參訪。本次茶花展中廣徵曾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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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試驗中心拍攝之婚紗照，於臺北茶花展時一同展出，除了慶賀建國百年外，也共同

祝福佳偶們「百年好合」。逢週六、週日則分別安排茶花專家於綠化教室與熱情的愛

花民眾分享茶花栽培技術；另花展期間贈送參訪民眾茶花苗計 2,000 盆。 

(6)辦理園藝技術講座、園區參觀導覽，以推廣園藝相關知識： 

A、青年公園管理所與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合辦「大安及青年公園綠化教室」及與中華民

國自然步道協會合辦「萬華 402 公園綠化教室」，以提供市民各項綠化資訊及諮詢，

安排園藝課程，推廣綠、美化知識，100 年共舉辦 146 堂課（大安 48 堂、青年 49 堂、

萬華 402 綠化教室 49 堂），合計約近 6,300 人次參加。 

B、「花卉綠化教室」：於每月第 2、4 週週六與「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合作辦理園藝教

學課程，以提昇市民環境綠美化水準，100 年度計辦理 25 場次，參加人數計 1,029

人次。 

C、辦理「員工環境綠美化專題研習」：為加強臺北市市容綠美化業務及各項主題花卉園

藝展示，特別邀請專家學者解析有關國際花卉展規劃設計應用與維管、園藝造景創作

設計等 10 場次精闢課程，以提昇與精進公園處員工環境綠美化知能。 

D、團體園區參觀導覽：花卉試驗中心營造主題式標本園，全年開放園區供民眾參觀，並

於平日受理 15 人以上機關團體預約參觀導覽。 

E、辦理園藝資訊宣導：主編雙月刊物「公園走透透」（雙月刊自創刊，截至 100 年 12 月

已發行 39 期），公園處網站另有「每月賞花情報」等園藝相關資訊，提供予大眾賞析

參考，讓市民認識花卉、植物之美。另編撰「士林官邸菊展～十週年紀念專輯」紀錄

菊展風華與「大立菊」栽植經驗等。 

F、成立綠化服務專線：為市民及各機關學校社區團體解答有關植物栽培技術、維護管理

等疑問，綠化專線電話：（02）28612247。 

(7)觀賞花木培育：計畫性引種蒐集、繁殖培育各種類植物苗木及四季花卉，持續篩選 引
進茶花新品種及盆景，以達充實種源庫的目的，並設計與本處業務有關的試驗探討，如
針對茶花、杜鵑、非洲菫及其他觀賞植物進行研究試驗。 

(8)執行病蟲害防治相關作業： 

A、辦理「100 年度樹木褐根病等防治工程」，針對全市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轄管公

園樹木及行道樹計 349 株，樹穴面積計 357.2 ㎡，進行防治工作。 
B、召開病蟲害防治會議季會次，並視需要不定期辦理病蟲害防治專題研習，協助落實本

處綠美化花木病蟲害防治工作，以降低市區行道樹及公園花木病蟲害危害情形。 

(9)花卉試驗中心志工隊以提昇為民服務品質及宣導民眾綠美化觀念，並協助園區景觀維護

與茶花展展場秩序維護等服務工作，100 年度 27 名志工排班服勤時數計 4,647 小時。 

3333、、、、路燈工程路燈工程路燈工程路燈工程：：：：    

(1)受理市民、里長、區公所及議員等建議，100 年度配合年度預算，完成路燈設計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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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新建公園裝設園燈 561 盞，代辦新闢道路路燈新設 356 盞，合計完成路燈設計 2,237

盞。 

(2)推動路燈開關箱共桿計畫：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持續推動路燈開關箱與燈桿共桿，以汰

換外型不佳之 FRP 製開關箱。本市現有 10,104 座電源開關箱，89 年至 100 年底共桿式

開關箱已完工 4,473 座，其中 100 年底共桿式開關箱完工 123 座。 

(3)加強學校周邊路燈照明：為免學校周邊成為夜間治安的死角，並提供莘莘學子優質通行

環境，加強學校周邊巷弄之照明，迄 100 年底累計裝設 5,374 盞，已全數完工並供電放

光。 

(4)辦理「臺北市 LED 路燈節能減碳推動計畫」：為配合本府節能減碳政策，公園路燈工程

管理處持續辦理「臺北市 LED 路燈節能減碳推動計畫」，100 年度辦理「青年公園等處

LED 園燈換裝工程」更換 LED 園燈 312 盞及「LED 園燈換裝零星預約工程（第 1 期）」換

裝 LED 園燈 424 盞，另爭取經濟部能源局補助辦理「高效率道路照明節能計畫 LED 路燈

換裝工程」，換裝 LED 路燈 300 盞，合計換裝 LED 路、園燈 1,036 盞，目前全市總共換

裝 1,897 盞 LED 路 、園燈。 

(5)建立資訊管理制度，提昇管理維護效能：為配合本市公共工程圖形資訊管理系統之開

發，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路燈設施已建立路燈圖形資料數化建檔作業，除可查詢路燈設

置位置、路燈地下管線分佈情形外，並可據以統計區域路燈裝置數量，提昇管理維護效

能，100 年度已完成 132,569 盞建檔作業，101 年度將持續進行更新建檔。 

((((三三三三))))規劃籌建中之工程規劃籌建中之工程規劃籌建中之工程規劃籌建中之工程：：：：     

1111、、、、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木柵木柵木柵木柵)89)89)89)89 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    

本公園位於興隆路 4 段 46 巷，總面積 2,934 平方公尺，公園部分已於 100 年以台北好好

看計畫工程(面積約 820㎡)先行綠美化，101年編列工程費413萬 7,250元、補償費3,421

萬 5,000 元，共計 3,835 萬 2,250 元，辦理地上物拆遷補償事宜，並接續台北好好看未

施作部分，辦理公園工程之闢建。本公園規劃構想為一、部分零星墳墓遷移，回復山林

景色。二、留設適當硬鋪面空間，作為民眾短暫停留、休憩或活動使用。三、保留現地

生長良好喬木，並適當增加葉色多樣及香味之喬、灌木，豐富視覺景觀及嗅覺景觀。預

計 101 年 6 月完成發包，預定 101 年 11 月完工。 

2222、、、、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景美景美景美景美)45)45)45)45 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    

本工程位於文山區汀洲路四段（萬福國小與萬年 2 號公園間帶狀公園），公園總面積 700

平方公尺，本案係緣自當地里長於 100 年 2 月份文山區市容查報建議施作。以提供市民

優質綠美化之鄰里休憩及通行空間為目標，將入口花壇作為主要出入口意象，配合學校

周邊留設家長接送空間，並以種植質感變化灌木及地被植物，以美化環境，預計 101 年 3

月 31 日完成發包，預定 101 年 6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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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北投北投北投北投 234234234234 號公園新建工程委託案號公園新建工程委託案號公園新建工程委託案號公園新建工程委託案： 

本工程位於北投區溫泉路 73 巷，公園總面積 769 平方公尺，本年度編列委託規劃設計費

(含水保)48 萬 6,911 元、補償費 447 萬 5,800 元，共計 496 萬 2,711 元，本案係為舊有

天狗庵之遺址，位處山坡地，深具北投歷史意涵。當地里長建議配合北投區溫泉意象作

整體開發考量進行開闢，增加市民休憩開放空間及完善北投溫泉景觀，預計 101 年 4 月

完成委託案發包，102 年完成工程發包及施工。 

4444、、、、北投北投北投北投 240240240240 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    

本工程位於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 334 號旁（政校後勤區），公園總面積 1,592 平方公尺，

以提供市民優質綠美化之鄰里休憩及通行空間，並依都市計畫於公園東側設置 8 公尺寬

 防災通道(於北北福利站國防部福利總處西側10公尺計畫道路未開闢前供車行使用)為

目標，將主要出入口設於南側鄰中央北路處、2 處次要出入口於北側鄰改建眷村及西側

處，以曲線園路加以連接，並設置座椅，另於靠福利站後門處留設廣場空間，作為民眾

休憩、活動及通行使用，並配合種植質感變化喬木、灌木及草坪，美化環境，預計 101

年 6 月完成發包，預定 101 年 11 月完工。 

5555、、、、北投北投北投北投 223223223223 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號公園新建工程：：：：    

本工程位於北投區新興路與重三路口(政校後勤區) ，公園總面積 4,311 平方公尺，101

年度開闢面積 1,461 平方公尺，未開闢面積 2,850 平方公尺，未來將採市地重劃方式開

闢。本公園未來將與眷村宿舍之開放空間結合，動線以曲線為主，並設置活動廣場，靜

態休憩區、灌木集錦區等提供民眾動靜皆宜的休閒空間，並將於園中種植四季分明的觀

賞喬木搭配不同質感與色彩的灌木，供民眾散心之餘亦可體驗大自然的四季之美，預計

101 年 6 月完成發包，預定 101 年 11 月完工。 

6666、、、、明水公園暨瑠公圳公園更新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明水公園暨瑠公圳公園更新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明水公園暨瑠公圳公園更新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明水公園暨瑠公圳公園更新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    

明水公園及瑠公圳公園分別位於大直區北安路 538 巷口及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 巷

旁，公園總面積分別為 10,002 及 12,423 平方公尺，因開闢迄今已有相當年月，故編列

101-102 年度連續預算，總工程費為 2,884 萬元以辦理規劃、設計及施工等事宜。本案預

計於 101 年 9 月完成設計，並於 101 年底前開工，102 年完工。 

7777、、、、石牌公園暨復興公園更新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石牌公園暨復興公園更新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石牌公園暨復興公園更新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石牌公園暨復興公園更新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    

石牌公園及復興公園分別位於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39 巷內及北投區珠海路 1 號，公園總面

積分別為 23,582 及 26,356 平方公尺，因開闢迄今已有相當年月，故編列 101-102 年度

連續預算，總工程費為 3,676 萬元以辦理規劃、設計及施工等事宜。本案預計於 101 年 9

月完成設計，並於 101 年底前開工，102 年完工。 

8888、、、、北投北投北投北投 2222 號公園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號公園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號公園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號公園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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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位於北投區中山路 5 號附近，總面積 1 萬 2,480 平方公尺﹙已開面積 6,265 平方

公尺、未開面積 6,215 平方公尺﹚，為利整體觀光遊憩發展及加強水土保持維護公共安全

爰將北投 2 號公園內未開闢範圍市有眷舍合法房屋、違建戶及農作改良物等設施物拆除

及開闢、現有已開闢公園範圍設施整修更新。工程預計 101 年 6 月完成設計發包，102

年完工。 

9999、、、、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景美景美景美景美)21)21)21)21 號興泰公園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號興泰公園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號興泰公園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號興泰公園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案:::: 

本工程位於文山區辛亥路 4 段 166 巷內，總面積 16 萬 4,043 平方公尺，100 年度開闢 2

萬 9,734 平方公尺。本工程緣自捷運辛亥站後方墳墓眾多影響景觀，故配合本府殯葬處

100 年遷移景美 12 公墓，一併將其旁本局公園處管有土地之墳墓遷移後綠化，改善當地

環境，迄 100 年 6 月 30 日止已完成用地範圍 1,543 座墳墓查估、遷葬補償公告作業。工

程預計 101 年 6 月完成設計發包，102 年完工。 

10101010、、、、信義信義信義信義 414414414414 號公園擴建工程號公園擴建工程號公園擴建工程號公園擴建工程：：：：    

本工程位於信安街及吳興街 220 巷交口(原陸軍保養廠)，公園總面積 11,767 平方公尺，

規劃作為防災公園示範園址，由本市停管處配合地下停車場之闢建，統籌辦理地下停車

場、公園及防災設施之整體規劃設計施工，自來水事業處亦將配合編列地下耐震貯水槽

之經費。100 年 9 月已由本府停管處完成規劃案委託作業，預計 101 年完成先期規劃事

宜。 

((((四四四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未來展望：：：：    

1、公園之規劃設計延續「簡」與「減」之原則，留設大片草地、保留原有生長良好之喬木，

並納入生態工程概念，營造自然生態的環境，提高公園綠覆率，節約闢建經費，期望以

最少的硬體建設發揮公園綠地最大的功能，提升市民休閒活動品質，達成公園永續經營

的目標。 

2、持續秉持節約經費而無損景觀美質之理念，依環境條件與植栽特性，選用適合多年生之

地被植物、開花性灌木或低維管之長效性草本植栽取代草花，並視現場草花生長狀況適

度延長草花換植日數，延長觀賞時效，節約使用經費。另為加強維護管理，使效果更加

顯著，將草花工程周邊安全島上之植栽一併納入維護，減少界面問題，達到美化效果ㄧ

致性，而灌木等植栽之修剪方式亦配合造型設計納入圖面說明，加強高低層次變化，以

提升整體景觀之豐富性與藝術性。 

3、持續計畫性繁殖培育各種類苗木及四季花卉等，積極引種蒐集、調查及復育茶花等適合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花卉試驗中心風土氣候的植物種類。 

4、執行與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業務有關的試驗探討，進行各植物品種性狀調查及環境適應

性之試驗研究，並提供成果報告予相關單位參考，以加強市容綠美化工作。 

5、依業務需求執行病蟲害防治業務，落實病蟲害防治工作，持續追踪列管公園路燈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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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轄區各項植物病蟲害，以降低市區行道樹及公園花木病蟲害危害情形。 

6、積極辦理各項園藝推廣教育活動，如辦理市民及員工園藝講習課程、機關團體預約園區

參觀導覽服務、開放綠化服務專線、持續編印「公園走透透」雙月刊物及公園路燈工程

管理處相關推廣書籍編撰等，提供市民大眾各項賞花情報及園藝諮詢服務，藉以宣導各

項園藝新知融入市民生活之中，更助於提昇居家環境與市容綠美化水準。 

7、加強所轄公園之自行維護及委託維護管理，落實巡查機制，並賡續辦理公園內附設泳池，

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以減少人力負擔，增加市庫收入，提供市民安全、舒適美好之休憩

空間。 

8、賡續辦理公園運動場地、遊戲、體健、一般休憩設施、園路整修與維護、改善排水設施、

園燈及水電設施增設與維修、加強喬灌木綠美化，以提升市民遊園品質。 

9、持續辦理大型公園及代辦河濱公園委外環境清潔管理維護相關工作，確保公園常保整潔

美觀，予市民良好之休憩活動空間。 

10、101 年青年公園展覽館展出項目有：花藝設計展（3 月）、空氣鳳梨展（6 月）、種子森林

展（10 月）、及洋蘭展（12 月）。 

11、賡續配合預算辦理路燈新設，受理市民、區公所建議及加強學校周邊巷道等處夜間照明，

以增益道路照明。 

12、賡續辦理「本市 LED 路燈節能減碳推動計畫」。 

 

七七七七、、、、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公共設施管理維護    

((((五五五五))))公園路燈之管理維護公園路燈之管理維護公園路燈之管理維護公園路燈之管理維護：：：：    

1、公園委外管理維護: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所轄公園辦理委外管理維護業務，委外委護項目

計有環境清潔、草皮定期修剪維護、湖面清潔及公廁清掃等，以彌補自行管理維護不足

之人力，同時兼顧維護品質及提供市民良好之休憩環境 

2、公園電動噴水設施委外維護：鑑於所轄公園管理維護人力不足，編列公園維護經費，辦

理南港、胡適、玉成、市民廣場、景華、興隆公園等噴水池景觀設施委外維護，提昇公

園景觀設施維護品質，以提供市民更優質的休憩環境。    

3、河濱公園委託環境清潔維護：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受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委託，代辦本市

28 座河濱公園之委外環境清潔維護及簡易活動廁所租賃事宜，包含環境清潔打掃、草坪

及灌木修剪、公廁清掃等。 

4、本市路燈由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路燈工程隊負責維護管理，現有路燈為 148,213 盞，較

88 年底 109,764 盞增加 38,449 盞，平均增加率為 2.16%，路燈一再增加，路燈的維護品

質和要求也隨之日益提高，為提昇維護績效，每週實施路燈夜間巡修作業，目前路燈失

明率已維持千分之 1.5 以下的目標，未來將持續加強路燈維護管理，期維持到千分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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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目標。 

5、為因應台灣電力公司遇有重大災害造成電力中斷至停電、限電時，為使臺北市重要道路

維持照明功能，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以預約式合約於本市中山南北路、仁愛路等 24 條重

要道路備用發電機供緊急照明使用，當災害發生後，台電公司停電，立即通知承包商將

發電機依合約規定時間送達指定地點內安裝完成供電。 

 

九九九九、、、、提高工程品質提高工程品質提高工程品質提高工程品質、、、、掌握工作時效掌握工作時效掌握工作時效掌握工作時效、、、、端正政風執行情形端正政風執行情形端正政風執行情形端正政風執行情形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執行成效 

((((一一一一))))提高工程品質方面提高工程品質方面提高工程品質方面提高工程品質方面：：：：    

1、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定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及府頒「臺北市政府公

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落實三級自主品管。 

2、配合本局工程施工督導小組、本府工程查核小組赴工地考核查證各項工程之品質、施工

安全與衛生、交通、環境保護及品質管理之執行情形，如有督導查核建議事項，則持續

追蹤至改善完妥為止。 

3、本處工程施工督導小組、公共工程營建剩餘資源處理抽查小組、工程品管科每週赴工地

抽查施工情形及進行施工品質查驗，執行缺點持續追蹤至改善為止，全年度工地考核抽

查約 110 餘件工程。 

4、對重要施工項目或隱蔽部分之施工，均要求廠商專任人員或工地主任必須在場，並要求

廠商拍照及專任人員簽認。 

5、配合施工進度依抽驗程序及標準辦理材料抽驗相關事宜以提昇品質。 

6、定期舉行監工人員品管講習，並選派人員參加各級單位之工程品管訓練課程，及全年度

辦理兩次品管教育訓練，藉由進修及專業訓練，提高監造素質，以提昇品質。 

7、工程會勘及驗收時廠商之專任人員應在場說明及簽證，並請各級查核人員及監造單位落

實執行與身分驗證。 

8、優良工程廠商獎勵列為工程採購最有利標履約之參考；待改善工程廠商，依契約規定暫

停發放工程估驗款或其他適當之處置，如係委託監造，則追究監造不實之責以提高工程

品質。 

9、舉辦廠商座談會，宣導各項施政計劃，履約注意事項，品管作業程序等，並依廠商提供

建言，作為作業參考。 

10、配合全民督工通報，加強考核作業、了解民意，提昇服務品質。 

((((二二二二))))掌握工作時效方面掌握工作時效方面掌握工作時效方面掌握工作時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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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概算定案後，即據以訂定各項工程計畫之時程管制表，由專人負責追蹤管制作業流

程及辦理情形，並每月召開二次會議及提報工程會報檢討催辦。 

2、視工程特性採統包辦理招標整合設計及施工，可提昇採購效率及減少施工介面。 

3、實施工程設計分期簡報制，使設計更臻完善，避免因變更設計延誤工程進行。 

4、各項工程均於開工前要求廠商研訂施工進度預定網狀圖，經審核後據以管制進度。 

5、對估驗計價逾期案件，已完工尚未辦理竣工計價案件及已完工未結案工程案件等均予列

管催辦，並每月定期檢討辦理情形。 

6、對停工中工程及進度落後之工程均針對停工及落後原因研擬解決方案，並予列管催辦。 

7、對已發包未開工工程，每月定期召開施工會報檢討，協助排除施工障礙，使工程得以開

工施作，並就施工中之工程檢討工進，俾以提昇預算執行。 

（（（（三三三三））））端正政風執行方面端正政風執行方面端正政風執行方面端正政風執行方面 

1、加強員工政風宣導：運用電腦網路、電子看板、製作海報等方式宣導計 24 件，另邀請專

家學者講授「公務員應有的資訊機密維護認知」及「機密文書法令依據及解密相關程序」，

並加強宣導本府廉政倫理規範及廉風專案執行重點。 

2、召開「廉政會報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前針對本年度機關政風工作具體執行內容供參，

請同仁表示意見，會中將意見交流作成紀錄，並傳送本處同仁及供各權責單位參考。使

同仁能深入了解本處政風工作，以達機先預防及興利防弊之工作目標。 

3、查處業務方面：受理民眾檢舉 13 案，主動發掘 2 案，上級交辦案件 20 案，合計 35 案；

經查證未發現具體違法事證，予以澄清結案者計 21 案，追究行政責任案件 7 案，函送一

般不法案件計 6 案，移請業務單位檢討改進者 1 案。 

4、正本專案：依據本府政風處函示，於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執行「正本專案」端正政風

工作計畫，派員分赴各單位風紀查察；同仁均能謹守分際，未發現有違反風紀之情事。 

5、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受理本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計 13 人，實質審查 1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