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大同區 108 年 4 月份區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1 時 0 分
二、地點：本所 4 樓第一會議室
三、主席：林區長聰明

紀錄：林佳慧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上月會議紀錄確定：
主席裁示：予以備查。
七、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1080305 請統計使用悠遊卡繳費所佔比例，倘比例較現金繳費
低時，應予多加宣導，案予解除列管。
1080301、1080302、1080303 及 1080304 案予備查，解除列
管。
八、各單位工作報告：(詳會議資料)
(一)本所戶政事務所:
即日起，開始受理電話及現場臨櫃預約 524 同婚登記。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二)本區健康服務中心:
邀請各單位踴躍加入健康職場認證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三)本區清潔隊:
水溝清疏依市府 SOP 流程，於施作前張貼公告與里長聯繫，施作中
插旗子，以使民眾知悉公務執行中。
主席裁示:請施作前與里長聯繫，以使里長知悉。
(四)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大同區中隊:
108 年度水災災害無預警演習 ，預訂於 4 月 29 日至 5 月 3 日擇一
夜間實施，並由市長進行實地抽測。
主席裁示:請各防災任務編組，於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時，
準時進駐災害應變中心。
(五) 本所社會課:
1. 申辦本課各項業務仍需身分證等證件備妥後，才能申辦，俟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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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務所協助申辦身分證後，再轉知民眾至本所辦理相關業務。
2. 市府多項社福業務仍須至社會局辦理，本課部分業務受限權責未
能受理，惟仍可提供相關表件予民眾。
主席裁示:請戶政事務所轉知所屬同仁，俟身分證等證件辦理完成
後，再轉介民眾至本所辦理相關業務。倘有其他詢問事
項，本所可協助查詢。
(六) 本所人文課:
3 月 30 日於本區建成公園辦理「1 天小市長市政體驗活動」
，成功
圓滿，感謝本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大同區中隊、健康服務中心協
助。
(七) 本所人事室:
1.謹訂於 5 月 2 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假 501 會議室辦理「性別主
流化主題-平等的台灣多元性別」課程，請踴躍參加。
2.本所各項多元舒壓活動社團(詳參附件 1)，請各單位有意者均可
參加。
主席裁示: 請各單位轉知所屬同仁，鼓勵踴躍參與。
九、區政督導員轉達工作事項:
1. 市府民政局各項宣導事項，請參閱會議資料。
2. 感謝區公所協助本局推廣參與式預算，及區政大樓機關配合政策推
廣。
十、主席結論:
臺北市 108 年度傑出市民遴選作業已開始，歡迎各機關單位踴躍推薦符
合條件之社會人士、熱心人士等民眾報名。
十一、 散會: 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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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運動減壓又消愁，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負愁者聯盟」GO ！GO！ GO！
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多元紓壓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

召集人

總幹事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備註

慢跑

周明怡

劉立天

每周三下班

大同國小操場

免費

17:40
瑜珈

功能有氧

簡月珠

許素珍

劉逸雅

每周三中午

盧亞麗

每周四中午

林盛文

每周一至周
五中午及下
班(17:30-19:30)

活動

桌球

王文杰

本所 501 會議室 1.有請瑜
珈老師指
導
每堂課
1200 元

本所 501
會議室

2.每季以
參加人數
平均計收
研習會用
免費
備有 DVD
影片
備有桌球

本所 501 會議室 台 3 桌並
提供練習
球

登山健行

黃嘉鋐

聯絡單位:人事室

簡月珠

不定期

臺北郊山為主

連絡電話:25975323 分機 14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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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每次行
程安排收
費

臺北市大同區 108 年 4 月份區務會議主席指（裁）示暨決議事項
編號

案由

執行單位

108 有關廚餘減量宣導，請依觀傳局提供之宣傳
本所民政課
0401 文字稿及海報持續協助宣導。
地方政府與大陸地區地方機關之合作行為或
締結聯盟，請確實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辦理，未經各該主管機關許
108 可，不得與大陸地區地方機關為任何形式之 本所民政課
0402 合作行為或締結聯盟。違反上開規定者，依 本所秘書室
同條例第 90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
續處罰。是以，請各區公所遵守上開規定。
2019 年保生文化祭系列活動 108 年 4 月 9 至
6 月 30 日舉辦，系列活動包含展演活動、放
108
火獅傳統活動及宗教信仰講座、健康義診、 本所人文課
0403
古蹟藝術導覽、音樂會、美展等文化饗宴，
請廣為宣傳，並歡迎踴躍參加。
臺北市 108 年度傑出市民遴選作業，自 4 月
108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受理推薦，歡迎各機關
0404 團體踴躍推薦，報名推薦表可至臺北市政府 本所人文課
民政局官方網站下載。
請依照「臺北市數位印鑑比對系統審核暨稽
核管理作業規定」及「臺北市戶籍檔案掃描
，落實使用者
本區
108 暨查詢系統稽核管理作業規定」
0405 請假天數為連續 6 個(含)工作日以上，應提 戶政事務所
前申請停用帳號之規定，並確認該使用者請
假期間系統帳號已停用。
因應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解釋，同志結婚登
記即將法制化，為提升第一線為民服務同仁
及志工對同志家庭及多元性別議題的認知，
108
預計自 108 年 4 月 16 日起迄 108 年 5 月 17 本所人文課
0406
日止，辦理「認識同志家庭」講習，請鼓勵
同仁及志工參加，以建立正確服務態度及友
善洽公環境，俾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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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結案
日期
108.5.21

108.5.21

108.5.21

108.5.21

108.5.21

10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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