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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與里長市政座談會議紀錄 

一、會議時間：104 年 5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二、會議地點：臺北市政府 12 樓劉銘傳廳 

三、主持人：柯市長文哲                                    記錄：董晉曄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個案裁示： 

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權責 

機關 
主  席  裁  示 

1040101 
百福里 

林里長火江 

本里成福路 272 號至 304

號住戶，為本市列管的老

舊聚落，為避免發生緊急

危難、防杜未然，市府可

運用獎勵手段，區段徵收

或配售國宅房屋，強制讓

其住戶遷移。 

大地處 

都發局 

大地處偕同都發局辦理

地方座談，向住戶說明公

共住宅政策、清查住戶人

數並研商長期規劃。 

（列追蹤，1 年為期。）

1040102 
萬福里 

林里長建華 

建請將成德機械停車場

改建為立體停車場，以符

合里民停車需求。 

停管處 

該停車塔使用率尚未飽

和，先研議調整費率，再

定期評估改建可行性。

1040103 
九如里 

蘇里長國賢 

建請將研究院路三段 68

巷巷口(70 號)至 82 號前

道路邊坡拓寬，以利行車

順暢及安全。 

交工處 

交工處 1 週內與里長會

勘，於路邊劃設紅線，並

監看 1 年之肇事情形。

（列追蹤，1 年為期。）

1040104 
舊莊里 

張里長瑞芳 

請便民所便於舊莊街 1 段

3 巷底增建簡易停車場。
停管處 

停管處與里長協商，以最

經濟之方式設置簡易停

車場。（列追蹤） 

1040105 
聯成里 

沈里長長慶 

建請於本里忠孝東路 6 段

278 巷 5 弄整段劃設禁停

紅線。 

交工處 

依里長建議試辦，於該弄

雙側劃設黃線，兩端設置

告示，單月停單號側，雙

月停雙號側。（列追蹤）

1040106 
聯成里 

沈里長長慶 

建請儘速打通忠孝東路 6

段 176 巷 8 米計畫道路，

以利人車通行。 

新工處 

如建商與國產署有開發

計畫，再併同都市更新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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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權責 

機關 
主  席  裁  示 

1040107 
合成里 

巫里長永仁 

建請將本里工業區用地

改為住、商綜合區或由都

委會主導公辦都更整體

開發。 

都發局 

更新處 

1. 更新處辦理地方說明

會。（列追蹤） 

2. 南港區及內湖區工業

住宅議題，都發局 2

個月內提報市長室會

議討論。（列追蹤） 

1040108 
合成里 

巫里長永仁 

建請龍華新村土地，改為

運動籃球場。 
體育局 

體育局主政，視國防部 6

月中旬公開招標租賃結

果後再議。（列追蹤） 

1040109 
玉成里 

黃里長聰智 

陳請通過本里設置

Youbike 在八德路四段

895 號騎樓前的人行道

上；以及南港路三段 105

號帝國大廈騎樓前的人

行道上。 

交通局 

1. 依 Youbike 設置標準

辦理。 

2. 交通局將民意需求納

入評估指標，簽報市

長。（列追蹤） 

1040110 
玉成里 

黃里長聰智 

玉成里位處南港區最西

面的邊陲，且距離玉成派

出所約 2 公里遠，陳請於

舊「玉成派出所」址，重

設「玉成派出所」分所？

或是設置「行動派出

所」？ 

警察局 
警察局協調松山派出所

就近支援相關勤務。 

1040111 
玉成里 

黃里長聰智 

陳請清理基隆河左岸河

濱公園堤防壁面的攀藤

而替代以彩繪或塗鴉文

創。 

水利處 

公園處 

以定期修剪堤壁攀藤之

方式處理。 

1040112 
玉成里 

黃里長聰智 

建請捷運松山線向東延

伸，而於本里成美橋南面

下橋面對的玉成三小段

自地重劃區，增設捷運松

山站的延伸站。 

捷運局 

捷運站設站等相關議題

宜於專案會議討論，依法

定程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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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       由 
權責 

機關 
主  席  裁  示 

1040113 
玉成里 

黃里長聰智 

陳請儘速完成本里市民

大道七段的自行車道，以

及社區住戶門前的高壓

磚鋪面。 

新工處 

交工處 

里長協助取得土地無償

使用同意書後，依權責單

位意見處理。（列追蹤）

1040114 
玉成里 

黃里長聰智 

建請臺北市政府秘書

處，將長年放置本里南港

親子館樓上 3~6 樓的檔案

移走，改設置為銀髮族樂

活館、青少年探索館。期

使整棟場館成為複合式

的多元族群場館，涵蓋

2~65 歲以上族群以及新

移民的社區活動空間。 

秘書處 

專案處理： 

1. 秘書處邀集研考會及

資訊局研商本府公文

檔案數位化後之處理

原則，借鏡國際（美

國）經驗，如涉及中

央法規，依規定建議

修法。（列追蹤） 

2. 秘書處研議本府市政

大樓檔案清理或另覓

其他場所存放之辦

法。 

1040115 
玉成里 

黃里長聰智 

1. 陳請儘速排定南港區

「通盤檢討」的期程？

2. 陳請「通盤檢討」玉成

里全里約 95%的「工業

區」型態，變更為「住

宅區」。 

3. 玉成里現今仍存在三

大窳陋區塊亟待台北

市政府伸張公義，公辦

都更，整合重建？ 

都發局 

更新處 

南港區及內湖區工業住

宅議題，通案處理。 

六、散會：12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