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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與里長市政座談會紀錄 

一、會議時間：108 年 5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二、會議地點：大同區行政中心 6樓大禮堂 

三、主持人：柯市長文哲                                  紀錄：鄭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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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101 
保安里 

張里長賦脈 

建請環保局就列管本里哈

密街59巷18弄20號旁大同

5號公廁予以拆除並綠美

化為社區開心農場，以維

社區治安與環境清潔。 

環保局 

公園處 

產業局 

大同區公所 

1.攤商一進駐大龍市場，環

保局立即拆除公廁，列管

8個月。 

2.後續由公園處與國產署

簽訂代管契約，產業局協

助建置開心農場後，由保

安里辦公處認養管理，列

管8個月。 

3.請區長列管辦理時程及

行政協調。 

1080102 
光能里 

陳里長靜筠 

建成公園步道地磚不平、

草皮易積水及樹木生長不

良建請改善。 

公園處 
公園處儘速會同里長現勘

並改善，列管1個月。 

1080103 
斯文里 

江里長雪卿 

建請將樹德公園整劃及增

設共融式遊具。 

公園處 

更新處 

1.公園處儘速與里長現勘，

評估於樹德公園增設1座

遊具並立即處理植栽凌

亂一事，列管3個月。 

2.斯文里整宅2期權利變換

試算一案，請更新處與彭

副市長共商試算事宜，嗣

有試算結果即召開說明

會，本案列為最速處理案

件，列管3個月。 

1080104 
大有里 

許里長美智 

百年迪化老街(民生西路

至涼州街段)特色街區改

造。 

新工處 

更新處 

商業處 

台電公司 

1. 迪化街(歸綏街至涼州

街段)電桿下地案，請先

進行低壓纜線下地及清

整工作，列管6個月。 

2. 另變電箱放置處，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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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工處、台電公司再與里

長研議。 

3. URS127設置五大產業特

色館案，請更新處偕同

得標廠商，與當地里長

及相關公(協)會溝通，

列管1個月。 

1080105 
蓬萊里 

何里長英輝 

本（蓬萊）里非都市計畫

道路更新案。 

新工處 

觀傳局 

1.蓬萊里非都市計畫道路

更新案，請新工處依里長

意見儘速辦理，列管6個

月。 

2.蓬萊里內違法經營日租

套房一案，請觀傳局對已

掌握違法經營事證業者，

儘速開罰。 

1080106 
隆和里 

沈里長春華 

大橋頭捷運站1號出口至
伊寧街37號之間的標線型
人行道，及伊寧街37號至
重慶北路3段「捷運大橋頭
站」公車候車亭，應規劃
無障礙通行設施。 

交工處 

新工處 

公運處 

文化局 

1.本案里長同意權責單位

會前處理方式，依會前

會議(勘)結論辦理。 

2.前往迪化街應以捷運大

橋頭站為出入口，以活

化迪化街北段，請文化

局納入「臺北城市類博

物館－大稻埕人文生活

場域」專案中辦理。 

1080107 
隆和里 

沈里長春華 
全里後巷美化趕進度。 

衛工處 

建成地政 

衛工處已與里長會勘，預計

6月底前進行2處施工，本案

依會前會勘結論辦理，列管

至6月30日。 

1080108 
建功里 

周里長志賢 

提倡臺北建成圓環廣場假

日開放攤商登記舉辦跳蚤

市場一案。 

公園處 

產業局 

商業處 

市場處 

請公園處、商業處、市場處

及產業局通案研議，修訂

「公園不能辦理營利性活

動」規定，並規劃後續管理

機制，列管3個月。 

1080109 
至聖里 

楊里長秀龍 

興建蘭州國中地下停車

場。 

教育局 

蘭州國中 

停管處 

蘭州國中停車空間釋出，請

教育局邀集停管處、蘭州國

中及里長研議辦理，列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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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個月。 

1080110 
鄰江里 

陳里長豊祥 

基於里內公共利益，建請

市府公開萬和宮財務及人

事資訊一案。 

民政局 
請民政局安排會計師進行

查帳。 

1080111 
國慶里 

高里長大陸 

民族西路及延平北路3段

納入公劃都市更新地區。 
更新處 

請更新處與里長持續溝

通，能解決者先處理。 

1080112 
國慶里 

高里長大陸 

請公園處規劃、設計、施

工等階段，確實督促承包

商聽取地方民意，了解地

方需求，以落實公民參與

並完善鄰里公園管理維護

業務。 

公園處 

民政局 

由民政局與公園處邀集里

長代表研議，建立鄰里公園

管理SOP，列管1個月。 

1080113 
國順里 

陳里長穎慧 

為防火救災等需要，建請

儘速開闢本里延平北路3

段104巷連接迪化街2段

143巷之計畫道路。 

新工處 

已納入109年度概算案內，

按本市道路開闢標準作業

程序辦理。 

1080114 
國順里 

陳里長穎慧 

為彰顯入口重要地標，建

請於淡水河堤「國順疏散

門」入口處設置入口意象。 

水利處 

請水利處尋求專業人士和

里長意見，研議設置具美感

之入口意象，列管4個月。 

1080115 
隆和里 

沈里長春華 

建議輔導延三夜市攤商走

向國際化，看板新增英日

韓語言，另建議將延三夜

市的攤商營業時間，從18

時提早至17時30分。 

市場處 

1.目前已研議夜市改進計

畫，倘發布後將補助夜市

攤商自行改善。 

2.攤商營業時間提早案，請

市場處研議處理，列管3

個月。 



4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080116 
國順里 

陳里長穎慧 

大橋頭捷運站1號出口(靠

延三夜市端)，請加設電扶

梯以利民眾出入，連結迪

化老街及延三夜市，活化

捷運促進繁榮。 

捷運局 
請捷運局評估處理，列管4

個月。 

1080117 
建功里 

周里長志賢 

反映南京西路與承德路交

叉口(承德路一段84號)房

屋拆除並未設置安全圍

籬，導致危害用路人安全。 

建管處 

請建管處改善工安相關管

理問題，以促進用路人安

全。 

1080118 
建泰里 

陳里長鵬程 

建議建管處發拆除(建築)

執照時，應先跟當地里長

溝通。 

建管處 

請建管處研議發照後知會

里長之可行性其必要性? 

列管1個月。 

1080119 
國慶里 

高里長大陸 

有關最近里辦公處(弘音

伴唱機)歌曲侵權問題，是

否可請民政局與所有相關

公司協商討論，訂定一個

明確的規範，以利管理。 

民政局 

民政局將與弘音公司協商

降低伴唱機(歌曲重製費)

月租費用，以保障智慧財產

權並力求里辦公處免於觸

法，列管3個月。 

1080120 
玉泉里 

鄭里長錦泰 

北門捷運站附近舊鐵路醫

院及舊宿舍整個區塊，荒

廢已久，成為臺北市最大

養蚊區，請相關單位處理。 

更新處 
請更新處向里長說明並改

善，列管1個月。 

10800121 
景星里 

吳里長若屏 

期待參考新加坡舉辦的社

區劇場模式，於今年11月

底前成立文創商業街區 

，活化景星里迪化街2段。

另在交通方面，希望能考

量路人動線，將迪化街1段

與迪化街2段的交通動線

規劃地更加順暢。 

文化局 

商業處 

交工處 

本案請文化局蔡局長就「臺

北城市類博物館－大稻埕

人文生活場域」專案與里長

溝通，列管1個月。 

 

六、散會：11時 2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