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104年6月出刊
由本區護國九天宮與中華儒道研究協
會共同舉辦臺北南港2015年孝悌楷模表
揚頒獎典禮，活動當天邀請本區王先黎區
長、民俗委員會陳文魁會長及委員們、舊
莊里張瑞芳里長、萬福里林建華里長、九
如里蘇國賢里長及育成高中周寤竹校長一
同參加頒獎典禮。
主辦單位經過半年多的計畫和籌備，
從各級學校的推薦，並經過嚴謹查訪，最
後遴選出15位同學接受表揚，頒獎時，司

儀一一介紹獲獎同學，其中身形嬌小、長相清秀的
林同學，目前就讀育成高中體育班，家中的經濟僅
仰賴父親一人微薄的收入，由於家裡環境使然，她
更能體會父母的辛苦，孝順父母、友愛手足，隨時
鞭策自己奮發向上，努力不懈。而另名體育班的張
同學，目前就讀南港高工，父親6年前因車禍過
世，由母親扛起家計，隻身離鄉背井在臺北念書，
為了本次的表揚活動，張媽媽特地北上參加頒獎典
禮。雖然沒有母親在身旁督促，但不因練球而荒廢
學業，學業成績都是全班第一名，假日還返家主動
協助分擔家務，教導弟弟課業。
就讀成德國中的江同學，是由祖父母撫養長
大，因祖父母年紀已大，江同學平常課餘會陪他們

為推廣南港區歷史、人文、產業及科技等在地資產特色，並
促進本區產官學界交流互動，南港區公所特訂於104年4月7日下午
假南港茶葉製造示範場（台北找茶園）舉辦「臺北市南港區導覽
手冊發表會」活動。
活動開場由琹韻箏樂中心的莊國年老師進行古箏演奏表演─
「森林狂想曲」，散發出南港古色古香的藝文氣息，活動現場由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藍世聰局長、臺北市議會吳世正議員、中華科
大田振榮校長、南港社大曹錫智副校長、台北找茶園江慶鐘總經
理及各界貴賓代表到場致詞，讓活動更顯熱鬧及光彩！
接著頒發感謝狀予熱心協助編輯《臺北市南港區導覽手冊》
的編輯者、贊助單位及本活動協辦單位，感謝中華科大、南港社
大、文史工作者及本所同仁通力合作、分工，彙整各界寶貴的歷
史資料、資源，以及各企業、宗教寺廟及南軟園區等單位鼎力贊
助，本手冊得以順利編輯及出版。
接下來透過潘文彬老師精采多元的南港旅遊路線介紹、楊成
宗老師活潑生動的製茶文化體驗及茶製場人員的專業園區導覽，

本活動業於104年4月19日圓滿辦理完成，
假松山慈惠堂廣場舉行，活動在臺北市柯文哲市
長、民政局藍世聰局長及各級民意代表與共同主
辦本區王先黎區長、大安區蘇素珍區長、信義區
游竹萍區長及松山區薛秋火區長共4位區長敲響
銅鑼後開始，和市民一起走向山林，既可調劑身
心還兼做環保，一舉數得，讓我們用實際行動來
珍惜臺灣的好山好水，並維護山林之美。
當日天氣爽朗，清風徐徐讓人神清氣爽，上
午6時登山民眾早已佈滿整個登山步道，本次活
動登山路徑經過松山慈惠堂廣場→虎山口→虎豹
獅象公園→南天宮→貞光禪寺→復興園(戳章處)
→十方大法禪寺→松山慈惠堂廣場。沿途以輕鬆
的步伐，走在林蔭中，舒緩緊張的壓力，登山歷
時約1小時左右，最後再回到松山慈惠堂廣場享
用素食點心。
活動的重頭戲─摸彩活動，參加民眾無不引

散步、就醫並主動挑起
家中事務。年紀雖小的
陳同學就讀舊莊國小，
雙親均已離世，由祖母
扶養，獨立完成學校課
業，不讓祖母擔憂；體
恤家中經濟狀況，不要
求購買非必要物品，不
與兄長爭執，脾氣佳，
常得到祖父母的讚美。
獲獎的學生大多來自於經濟弱勢、單
親、隔代教養家庭的孩子，他們在不寬裕
的環境中成長，艱困卓絕而能發揚孝道，
這些孝行是非常令人感佩動容的。透過表
揚活動，由這些同學進一步影響身邊的朋
友並做為榜樣，將善的力量、孝順的美德
發揮，傳揚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文/李孟珊

讓大家更深刻了解到《臺北市南港區導覽手冊》
包羅萬象的旅遊資訊。
活動壓軸由觀雲居展示南港特色桂花茶餐，
桂花茶蝦、茶油麵線、桂花芋泥及桂花茶凍等，
一道道令人食指大動的桂花料理呈現在眼前，讓
大家感受到南港美食豐富的多元風貌。
歡迎大家踴躍至臺北市南港區公所2樓文宣架
或人文課、南港區各里辦公處索取導覽手冊；另
外，本手冊電子檔已放置本所
網頁：機關介紹/文宣及出版
品/項下，可自行下載參閱，
希冀大家都能透過《臺北市南
港區導覽手冊》逍遙遊南港，
成為一位厲害的南港通，深入
感受南港人文薈萃的新活力與
新生命！文/康雅淳

頸企盼，抽到大獎的民眾，興奮情緒無
法言喻，於中午12時左右摸彩獎項皆
全數抽出；感謝慈惠堂準備美味的素食
餐點，參加登山人員平安，流程順利，
為本活動畫下完美句點，感謝親愛的區
民朋友踴躍參與，也感謝本次活動工作
人員辛勞的付出。文/吳涵菁

本區104年度執行山坡地老舊聚落緊急避難疏
散演習活動已於104年4月10日上午假本區中南里
中南街134巷至168巷等一帶山坡地老舊聚落及南
港國小辦理完成，本次活動由本所主辦，本府消
防局擔任指導單位，相關權責單位協助辦理，各
參演單位人員進出場，均依照演練腳本及相關標
準作業流程執行演練，安置所現場設有災民登記
站、指揮中心、物資管理站、伙食區、心靈撫慰
站、住宿區等站，同時設置原住民與新移民服務
站，充分展現不同族群的關懷與照顧，活動當日
除了請當地里里長及里鄰應變小組全程參與演
練，同時邀請本區山坡地老舊聚落里里長、里民
踴躍到場觀摩，達到讓各編組人員熟練疏散程序
與應變能力之目的，亦使民眾了解防災工作應從
日常生活做起之重要性。總計本次山坡地老舊聚
落緊急避難疏散演習約計有300人次與會，活動圓
滿完成並成功達到教育宣導目的。文/周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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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燃脂有氧班成果花絮
為幫助新移民紓解平日生活的壓力、增強參與運動意識，並認識其他新移民夥伴，
本所自102年起已連續開辦3年新移民長期運動課程，課程內容亦不斷推陳出新，為使上
課人數能達到最大數，本期以肚皮舞和有氧運動為主要內容。
104年3月27日結業當日，感情融洽的學員們一人準備一道菜進行餐敘，大家把握難
得的聯誼機會，紛紛合影留念，直到最後一刻，所有人才依依不捨地說再見，亦紛紛相
約一定要再來參與下期的課程。文/林珮羽
提醒68至85年次出
生且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免
役體位除外)的役男，請記
得於出國前一定要先辦妥出境
申請，並經過核准後才可以順利
出境喔！
重申要短期出國(不得逾4個月)
的役男，一定要記得在出境前1個月內持
護照、身分證及印章就近向鄉(鎮、市、區)公所兵役單位提
出申請。如由家屬或委託他人代為申請，受託人亦需備妥身
分證、印章；未滿20歲的役男，因尚未成年，所以需另外再
準備父母之一方或監護人的身分證及印章，於辦公時間內
(週一至週五8:30至17:30)隨到隨辦。
另外，為方便申請作業，現就讀國內學校
19歲(含)以上經學校報送並由戶籍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准在學緩徵的役男，也可以向內政
部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臨櫃或以網路（http:
//www.immigration.gov.tw）方式申請出境。

本年度防汛期間抽水機具操作示範及保養課程於104年3月17
日上午舉行，各里民眾皆踴躍參與本課程，課程中除講解抽水機
各部功用介紹並操作示範及維護外，更讓參與請習人員輪流操作
抽水機具，以便更加瞭解抽水機具操作及保養，希望本次課程對
參加人員都有幫助，也希望廣為宣傳讓本區市民對防汛有更進一
步瞭解與防範。文/鄭有勝

104年南港區鄰里公園認養人聘書頒發典禮
田園城市-蔬果及香草植物種植技巧研習
為了感謝認養人的協助，並配合市長新政-田園城
市計畫，本所邀請財團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
會陳坤燦老師分享種植蔬果及香草植物的技巧，本所
於104年3月11日下午假本所10樓舉行聘書頒發儀式，
由本區王先黎區長親自頒發聘書，去(103)年本所三位
認養人：連萬園長、林忠園長及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
司獲本府民政局績優認養人，其中關貿網路股份有限
公司更榮獲本府社會局國際志工的表揚。
為提供認養人更好的維護條件，本所添購手套、工
具，歡迎認養人借用，在維護公園有什麼材料的需
求，亦可以向本所提出，去年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
境教育研究所研究生帶領育成高中的認養同學協助公
園環境及民眾使用行為的改善，今年度除了以上兩所
學校外，又多了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的同學擔任我們
認養人，為我們認養人的行列注入年輕的活力。
本區轄內南港軟體園區，其中關貿網路股份有限

公司認養南興公園，這些科技人發揮專業，在臉書(facebook)建置南興公園的
粉絲團，歡迎加入南興公園的粉絲團。最近關貿網路與本所簽訂認養契約，每
天安排巡檢人員通報本所公園的狀況，並於南興公園設置禁菸告示牌及隨手清
狗便的告示牌，歡迎大家經過公園時看到關貿網路的志工伙伴時，請給個
「讚!」。
接續聘書頒發活動，邀請陳
坤燦老師分享他多年來居家種植
植物的技巧，陳老師擔任臺北市
政府公務人員訓練中心、臺北市
民政局、公園處等局處環境綠美
化專題課程講師及各區公所綠美
化課程講師，且為多家報紙花卉
專題供稿，著有綠美化相關書
籍，課程中陳老師傳授蔬果及香
草植物的技巧，挑選出適合初學者及都會區種植的種類，本所準備了巧克力薄
荷及芳香萬壽菊提供認養人回家栽種，並現採巧克力薄荷及芳香萬壽菊的新鮮
葉片，分別以熱水沖泡，再加些冰糖就是好喝的香草茶了。
擔任公園認養人是增加您生活樂趣及活動筋骨的好機會，期盼有更多公
司、行號、民眾、學生加入本所認養人的行列，歡迎與本所經建課聯絡。報名
表格請至鄰里公園所轄里辦公處或本所9樓經建課索取(承辦人聯絡方式如下
e-mail:ng_399@mail.taipei.gov.tw，電話：2783-1343#815，傳真：
2782-5682)，或於本所網站首頁，點選「鄰里資訊」項下的「鄰里公園」，即
可看到本所的鄰里公園，並可下載認養人申請表(http://www.ngdo.taipei.
gov.tw/ct.asp?xItem=30155&CtNode=4385&mp=124061)。文/萬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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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固全民防空整備作為及強
化國土安全防護機制，並提升全民
敵情意識，落實全民防衛動員，踐
履全民國防，104年度萬安38號防空
疏散演習已於4月28日下午1時30分
至2時實施完畢，本次演習實施交通
管制及人員疏散避難。
本所於演習前即於網站及所內
電子看板公告相關訊息周知民眾，
並於本區行政中心各處及各里公布
欄張貼海報，加強宣導。演習當日
配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演習執行
計畫成立區級二級應變中心，本區
指揮官王先黎區長亦以視訊連線向
市長報告整備情況；此外，民防團

至地下室1、2樓防空避難場所；本所同仁亦
於行政中心前、後門指引附近民眾進入建物
避難，警報響起後5分鐘內，整棟行政中心已
完成淨空及人員集中避難。此次萬安38號防
空演習，特別感謝行政中心所有工作人員及
洽公民眾的配合，方能使演習全程順利完
成。文/游政榮

各任務編組人員皆完成進駐並
設置災民收容救濟站。
下午1時30分，防空警報
響起，行政中心各單位隨即關
閉所有門窗、燈光及電源，並
引導洽公民眾循避難路線指示

為營造樂婚、願生、能養社會、共創高
齡友善環境、打造幸福和諧生活家園並配合
南港產業結構及文化特色，本所特於104年
4月25日假本區茶葉製造示範場(台北找茶
園)和環山步道辦理本年度第一場人口政策
宣導活動—春遊南港踏青製梅趣。
本活動和台北找茶園合作，分為踏青活
動和製梅活動兩項子活動，希望民眾可藉由
走訪環山步道對本區人文、歷史、生態和產
業文化進行全方位了解；另藉由季節限定的
製梅活動，親子協力完成脆梅醃製，並將自
己親手製作的產品帶回家，和同學朋友分享
酸酸甜甜春天的滋味。
活動自籌備期間即引發高詢問度，一開
放報名更在一分鐘內湧入105組民眾，總報
名人數高達800人，本所為感謝大家的踴躍
支持，在考量經費、人力和場地的允許下特
增開下午場；活動當日，很多參與者都表示
這是第一次來到南港茶山，本區大家長王先
黎區長亦親臨現場感謝大家的參與，並鼓勵
大家於活動後多利用本區導覽手冊旅遊參考
路線繼續認識南港、探索南港。文/林珮羽

本區104年度民防團第1次基本訓練已於5月20日
假本區行政中心10樓大禮堂舉辦完畢，本次由民防團
團長王先黎區長致詞開訓，並邀請國防大學鄭根發副
教授等講授全民國防及反恐教育課程、緊急救護及避難
常識。
由於授課內容豐富且可運用於日常生
活，團員們於課程進行中相當專注，透過講
師精彩的授課講解，不僅使民防團員們明瞭
自救、防衛、防災知識，同時亦強化居安思
危、自助助人的民防核心觀念。民防乃國防
之基礎，治安之磐石，不可一日不備，透過定
期召集訓練，方能於災害及戰爭發生時迅速應
變，降低損害，真正落實民防的精神與宗旨。文/游政榮

為使服兵役役男無後顧之憂、安心服役，
服役役男家庭總收入分配家屬人數每人每月未
達當年最低生活費（104年臺北市為14,794
元），且家庭財產未逾一定金額者（不動產限
額以內政部或直轄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施行細
則第二條公告之當年度不動產限額計算。但家
屬之自用住宅（含該基地）及未產生經濟效益
之土地不列入。家屬自用住宅不列入；全家人
口存款本金、投資及有價證券合計金額未超過
250萬元，每增加1人增加25萬元）就可提出申
請生活扶助。

◎請備齊以下資料向本所兵役課辦理
1.全戶戶籍謄本（洽戶政事務所申請）。

2.役男及其家屬最近1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
料清單及財產資料歸屬清單(洽國稅局申請)。
3.醫院診斷證明書、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礙手
冊（無則免附）。
4.就學家屬學生證、低收入戶卡、榮民就養證
明、安置機構收容證明、房屋租賃契約（無
則免附）。
5.家屬郵局存摺帳號影本。

◎服兵役役男家屬生活扶助實施辦法所稱老
弱而無工作能力，指具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1.55歲以上或16歲以下而無固定收入。
2.身心障礙致不能工作（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或身心障礙證明）。

3.罹患嚴重傷、病，在3個月內無法痊癒者
(需有公立醫療機構或私立醫院之診斷
書)。
4.照顧無法自理生活身心障礙者或罹患嚴
重傷、病，在3個月內無法痊癒之扶養
親屬，致不能工作。
5.大學校院博士班、空中大學、空中專
科、進修補習學校、遠距教學及夜間部
以外之在學學生而無固定收入。
6.獨自照顧65歲以上老人或扶養6歲以下
直系血親卑親屬，致不能工作。
7.婦女懷孕無固定收入。
8.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事實
認定具有無法工作之特殊情形。
彙整/兵役課

桂花詩詞徵文比賽
桂花風情

謝玉潔

八月桂香

陳怡如

桂花景緻萬象幽 長年累月景觀收

渺渺桂花形

遍滿桂花馨

恰似騰雲微風柔 桂花觀光客逗留

彷彿慈父般

默默執溫情

無

題

宋光武

無

題

許家維

桂

冠

若喬

花團錦簇門前開 紅男綠女臆思懷

八月桂花香

吉祥香九里

枝頭金燦顏

萬葉難隱殊

君問桂花待何栽 笑答春雨不復來

淡雅沁心懷

黃衣鋪白裏

頂冠巧心成

月桂許才高

桂

花

美景醉人復詠桂

王怡心

高嘉澤

南港區花為桂花 桂花淡黃飄芬芳

春風還地美

秋香自銀桂

四處遊客前來到 口中誇讚非常香

月沉耀星曄

人生難得醉

知

己

尋

黃建榮

桂

邱慧珊

秋夜月朦朧

山靜鳥雀空

仲秋影默默

九里共芬芳

桂花自飄香

知己情獨衷

彷彿花近人

低首滿遺香

尋

桂

桂

林淑嬌

香

王郁珺

輕風拂面來

花落漫芬芳

滴苞輕輕捧

揉捻潛香動

清香何所尋

尋桂在南港

郁郁熨心脾

清雅著身種

幸有吳剛者

桂香未曾朽

無

題

吳展魁

秋

思

吳昱瑩

南山巍峨長才展 港水流海博學覽

淡酒濃茶時溫備 暖風寒雲微知味

雨落桂花茶飄香 情寄書畫藝中研

葉落秋時最相思 桂飄盈月離雙會

無

題

劉冠廷

晚風輕拂我臉龐

迎面吹來桂花香

踏上以往回憶路

桂香芬芳人惆悵

芳香飄過街又街

桂花飛過鄉又鄉

前日才剛過端陽

桂香為何進南港

桂

花

邱許美枝

茶山步徑久隱居 茵溷無心世俗與
散盡芳情隨落下

回頭不似在枝譽

賞花遊園桂花香
無

題

張瀚章

叢叢寒露度重陽 片片芳心萬絮愁
一分思情一分痛 一夜南港一枝秋

姜廣利

桂花戀

豔陽夏天外出行

趁逢假日到南港

賞花遊園綠叢中

百花爭艷好風光

自是花中第一流

漫步逐顏笑開懷

忽聞迎面撲鼻香

沉穩濃烈溢清香 春夏秋冬花長開

正思香味從何來

回望原是桂花香

八月時節最芬芳

林榮淑
素雅內斂俏造型

為精進本地製茶水準，增加市場知名度並宣傳臺北市農產品，南港區農會以共同
包裝設計表現南港包種茶特色，由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台北市農會輔導及茶
業改良場文山分場指導，台北市南港區農會舉辦南港區104年春季優良包種茶比賽，評
選出特等獎廖文益君，頭等獎11名分別由魏坤源、余欽明、廖文生獲2項、陳添福、林
月美、余金瓜、潘賜安、陳添進、王美芳
、許麗芬等獲得，貳等獎14名分別由余文
騰、魏坤源、廖文益、曾蔡茆茸、陳高素
梅、陳余娥、陳添進獲2項、余金瓜、莊文
彰、廖瑞華、林月美、潘章、潘新雅等獲
得，參等獎18名分別由潘章、余文還獲2項
、王東興、周雯獲2項、陳冠勛、陳威傑、
廖文益、李雪梅、李金城、楊志宗、潘賜
安、余文騰、余金瓜、陳添福、潘賜福、
廖文生等獲得。南港區農會在104年5月23
日上午於建國假日花市櫥窗展示F區舉行頒
獎典禮，頒發給各得獎茶農獎狀與獎品，
由臺北市民共襄盛舉，勉勵茶農精益求精
，並宣揚南港包種茶的美好與精緻的品茶
文化。文/林慧羽

【案例1】親密關係預防~辨識、遠離「危險
情人」

當老人開始無法與人清楚對話，忘記自己今年幾歲，時而不認得已熟識的親人
或朋友，要留意是否有失智症，請帶老人就醫。

Nina與James透過網路交友認識，交往沒多久即開始
【案例4】未滿16歲之人間合意性行為會觸法
甜蜜的同居生活，但由於James懷疑Nina透過Line跟別人
小芬現年13歲，就讀國中1年級，正值青春期的小芬，透過LINE網路交友結識阿
搞曖昧，因此兩人在爭吵中James生氣地打了Nina，雖然
義(成年，大學生)，小芬漸對阿義產生愛慕之情，兩人進而開始交往，透過LINE邀
James事後後悔道歉，但仍在相處時一直透過打電話控制
約互傳裸照，並且多次在樓梯間發生性行為……其實2人已經違反刑法。
Nina行蹤及不時出現暴怒反應，讓Nina感到萬分害怕，因
依刑法第227條明定，任何人不能與未滿16歲之人發生性行為，即使合意，都是
此提出分手要求，但卻引來James以死威脅相逼……
違法，請家長注意兒童及少年對於性的好奇與探索，進一步給予正確性知識與教育
戀愛過程充滿美好與甜蜜，但也潛藏看不見的風險，
，並教導兒童及少年學習身體界線，保護自己外，也應尊重他人性自主權。
當你(妳)的另一半出現緊迫盯人、過分干預私生活或言語
暴力等強制行為時，即是「危險」徵兆，請別懷疑，這就
是「危險情人」，請立即使出以下5技法：
1.告知親朋好友或家長。
2.撥打110報警或通報全國保護專線113。
3.讓家人、警察及社工人員與你一起擬定人身
安全計畫。
4.聲請「保護令」保護自己或家人。
隨著臺灣地區人口結構老化、飲食西化、運
日期
時間
主題
5.尋求安全住所自我保護。
動量不足及生活型態改變，糖尿病已成為國
09:30至10:30 我的糖尿病飲食。
5月28日
【案例2】保護兒少~遠離「目睹」暴力
認識糖尿病的飲食原
人主要的慢性疾病之一。102年臺北市死因統 星期四
10:30至11:30
則及食物代換方法。
小郡的爸媽經常很激烈大聲的吵架，有一
計年報資料中，位居十大死亡原因之第5位，
我的糖尿病食物份量
天爸爸生氣到抓狂，動手打了媽媽，小郡躲在
為增進糖尿病病患及高危險群民眾自我照顧
09:30至10:30
分配。
6月25日
被窩裡害怕的想：一家人不是應該相親相愛的
知能，預防腎臟及視網膜病變，本中心積極 星期四
為自己設計一日糖尿
10:30至11:30
嗎？是我做錯事讓爸媽生氣的嗎﹖小郡每天在
推動糖尿病及高危險群防治內容如下:
病飲食的熱量需求。
驚慌及流淚的情況下睡著、醒來，有天早上爸
學員成果展(實際操作
一、糖尿病或代謝症候群防治健康促進講座
食物份量及飲食代換
09:30至10:30
媽又在打架，一張椅子飛過來砸傷小郡的頭。
1.課程內容及時間：如右表
7月30日
份量分配) 。
104年2月4日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後，目睹
星期四
2.活動地點：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1樓
學員分享健康一日飲
10:30至11:30
家暴之兒少也納入該法保護的主體對象，讓孩
會議室。
食。
子目睹家暴的父母，需要接受親職教育，公權
二、「台北卡」-健康服務，健康集點活動之
糖尿病人之健康照護
09:30至10:30
面面觀(一) 。
力可以介入直接保護及輔導目睹家暴的孩子。
糖尿病人保健康計畫(預估7萬5,000點)
8月27日
糖尿病人之健康照護
1.計畫目的：鼓勵糖尿病人每年一次定期量
【案例3】老人保護~失智老人，忘記
面面觀(二) (包含眼
星期四
10:30至11:30 底檢查或眼底彩色攝
測尿液微量白蛋白、眼底鏡檢查、糖化血
不是故意
影之檢查認知）
。
色素三項檢查，以避免併發症發生。
69歲的王爺爺罹患重度失智症，無法與人正
2.集點項目：糖尿病人完成尿液微量白蛋白
確及清楚對話，只記得自己每天要去開店賣麵
、眼底鏡檢查、糖化血色素檢查。
，對現實周邊的人事物陌生也不在意，但家人
核發150點(每年限集點1次)。
3.集點對象：設籍臺北市15(含)歲以上糖尿
都沒發現。
5.洽詢電話：2782-5220轉6970、6971、
病人。
家人工作忙碌，導致王爺爺經常自行外出走
6953
4.集點方式：糖尿病人完成尿液微量白蛋白
失，撿垃圾桶的食物來吃，兒子就任由王爺爺
臺北市南港區健康服務中心 關心您!
、眼底鏡檢查、糖化血色素，3項均完成者
一再走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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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包使用及保存方式
一、沙包堆疊或簡易擋土牆製作
◎為提供民眾便捷服務，於臺北市稅
捐處申辦稅務案件，全面免附戶籍
謄本及地籍謄本，省時、省力、省
錢、節能又減碳!
◎自益信託房屋可申請按自住1.2％
稅率課徵房屋稅
臺北市稅捐處提醒自益信託房屋的納稅人，
如持有自益信託房屋符合自住使用規定，可
向房屋所在之該處所屬分處申請按自住稅率
1.2％課徵房屋稅，公職人員依「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規定辦理信託登記的房屋，如
符合規定也可適用自住稅率。

◎北市房屋稅稅率調整
時申報

有異動應即

臺北市已修正公布該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
例，自103年7月1日起，提高該市非自住的
住家用房屋稅率，依納稅人持有戶數多寡按
2.4%及3.6%的差別稅率課徵，房屋稅額將較
自住房屋增加1倍至2倍。
臺北市稅捐處說明，房屋稅是依據房屋實際
使用情形而適用不同的稅率，並按月計算稅
額，如使用情形或持有自住、非自住的住家
用房屋戶數變更，其變更日期在當月15日以
前者，當月份即可適用變更後的稅率；如變
更日期在16日以後，則自次月起適用變更後
的稅率。納稅人應在變更之日起30日內向該
處所屬各分處申報，以維護租稅權益。

◎107年1月5日前電動車免徵使用牌
照稅
臺北市稅捐處表示，為提高民眾換購環保節
能電動汽車的意願，以節能減碳，凡設籍臺
北市完全以電能為動力之電動汽車，自101
年1月6日起至107年1月5日止免徵使用牌照
稅，107年1月6日起恢復課稅。

◎北市房屋稅標準價格調整適用於今
年開徵的房屋稅
臺北市不動產評價委員會103年審議通過重
行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並經臺北市政府於
103年2月11日公告，自103年7月1日起實
施，適用於今(104)年5月開徵的房屋稅。
臺北市稅捐處說明，此次調整房屋標準價格
重點為，一、調高103年7月1日以後新建房
屋的構造標準單價，平均漲幅是1.6倍，約
有6千餘戶房屋受影響。二、修正高級住宅
加價課徵房屋稅的認定要件，由原逐「棟」
改採按「戶」認定，計有4千4百餘戶房屋認
定為高級住宅。三、調高99條路段的房屋街
路等級調整率，約有6萬4千餘戶房屋受影
響，平均增加稅負的幅度約9％。四、獨院
式或雙拼式的別墅型房屋，有(1)設置假
山、池閣、花園、草坪之一者(2)游泳池等
情形，達1項者，按所適用的標準單價加價
150%(原為120%)，具有2項者，加價200%(原
為150%)，計有1千4百餘戶房屋受影響。

二、沙包回收及保存

圖4 樑柱之間木板撐立

(一)已有申請沙包之民
◎北市稅處自5月起全面展開
眾，可妥善保存做為防汛期間防範備用。
印花稅檢查
沙包回收時間為年度汛期結束後至同年12月
底前，每里可經由區公所協調新工處訂一時間
臺北市稅捐處將自104年5月1日起
及一地點集中民眾沙包回收。
至10月31日止，展開印花稅應
(二)可回收沙包為公部門所發放，但破損或零散沙包可
稅憑證檢查作業，該處特別
由環保局清除。
呼籲納稅人，趕快檢視手邊
(三)準備好的沙包，不論是否派上場，於事後都要好好保
的買賣、承攬合約及銀錢收
存沙包，未來可以再利用。否則也要將沙包交給環保
據有無依照規定貼用印花稅
局(清潔隊員)清除(非公部門之沙包)或通知原領用單
票，以免被處罰。
位回收(公部門之沙包) ，勿任意棄置。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南港分處
(四)使用過的沙包會呈現浸溼狀態，應置於乾燥處並放置2
關心您!
至3天使之瀝乾，切記不要放在潮濕處，否則不易瀝乾
，外袋也容易損壞。
(五)沙包不使用時應置於乾燥處，切記不要放在陽光下，
最好離地墊高存放並覆蓋防水布或置遮蔽物下，以避
免日曬雨淋，降低沙包損壞情形。另外沙包之保存也
要定期檢視整理及清潔處理，以延長沙包使用壽命。

南港展覽館

104年7~9月展覽檔期
台灣國際木工機械展
2015台北國際汽車暨電動車大展、台北
國際汽機車改裝精品、套裝、零配件、
百貨用品暨維修保養、檢測設備展
2015台北國際寵物用品展
2015 TAIROS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
2015第十五屆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
2015台北國際美容保養、生技保健大展
2015智慧監控與辨識展覽會
觸控.面板暨光學膜製程、設備、材料展
2015台北國際自動化工業大展
台北國際包裝工業展覽會
2015 台北國際模具暨模具製造設備展
2015 台北國際物流展
2015國際半導體展
魔力紅台北演唱會

(一)堆疊方式：
1.人字形：上下排分別以左右走向交叉向上
堆疊。(如圖1)
2.磚牆形：上下排以1/3重疊方式向上堆疊。
(如圖2)
(二)堆疊高度：應達以往曾淹水高度之1.5至2
倍為佳。
(三)建築物需堆疊沙包之主要地方：
1.進出大樓之通道口。
2.地下停車場之出入口。
3.地下室之氣窗。
圖1 人字形
(四)沙包堆疊注意事項
1.最內側地上應先鋪一層防
水布後，再往上堆疊，避
圖2 磚牆形
免積水滲漏。(如圖3)
2.兩根樑柱之間應先以木板
支撐，再於前方堆疊沙包
，增加穩定度。(如圖4)
3.沙包使用完畢若不需保存
，可通知原領用單位回收 圖3 先鋪一層防水布
(公部門之沙包)，勿任意
棄置。

2015/7/2-2015/7/5
2015/7/3-2015/7/6

2015/7/10-2015/7/13
2015/7/16-2015/7/19
2015/7/23-2015/7/26
2015/8/26-2015/8/28
2015/8/26-2015/8/29

2015/9/2-2015/9/4
2015/9/14

本區沙包領用及自行交回地點：臺北市南港路1段360號B1(南港行
政大樓)
領用沙包時間及連絡電話：
1.平日上班時間08:30至17:30請洽：(02)2783-1343#200(警衛室)
或(02)2783-1343#813 (經建課)
2.假日或非上班時間請洽：(02)2783-1343#200(警衛室)
3.或與各里辦公處聯繫，代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