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大同區 108 年 6 月份擴大區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8 年 6 月 26 日上午 11 時 0 分
二、地點：本所 6 樓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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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04 案，持續列管，請本區各機關學校踴躍於 7 月底前，
向本所提報符合資格人選；餘案予備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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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自 108 年 5 月 24 日起，
可至戶所辦理登記結婚，行政作業流程與男女雙方登記結婚方式無
差異，惟結婚書約範本分為同性婚與異性婚兩樣式。
(二)本區健康服務中心:
1.夏至疫情登革熱、腸病毒等高峰期，各機關學校倘發現相關疫情，
可撥打防疫專線 1922 或通報本中心。
2.凡參加本中心健康講座、體適能檢查或測量血壓，可得市民健康
存摺集點活動 1 點，集滿 25 點，贈送精美禮品。
3.本中心目前推廣急救教育訓練，若各機關有需求，可逕洽本中心。
4.為推廣健康無菸環境，本中心辦理「無菸 Family 健康 Friendly」
國中生菸害防制創意標語比賽，凡報名者，將贈送精美禮品，歡
迎踴躍參加。
主席裁示:
1. 謝謝大同健康中心為區民努力，並獲得本年度金所獎殊榮。
2. 請各機關學校轄區內環境清整，並將積水容器傾倒，避免蚊蟲孳
生。
(三)本區清潔隊: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政策，於 7 月 1 日起，規定政府部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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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 4 類對象，不得提供內用者
一次用塑膠吸管。
(四)稅捐稽徵處大同分處:
本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 3 時至 5 時 30 分於 101 水舞廣場，辦理租
稅宣導活動，並憑統一發票可至現場兌換精美禮品，歡迎各機關單
位共襄盛舉。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鼓勵所屬人員參與。
(五)消防局第四救災救護大隊大同區中隊:
1.爐火使用不慎火災事件，仍是居高不下，惟推動安裝住警器政
策下，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25 件案例，因安裝住警器免於家庭
人員受到傷害。
2.天氣變化，即時強降雨發生，請提醒年幼小朋友，溪邊戲水，
發現水域變化或枯樹漂流木等現象，應立即離開，以維護自身
安全。
主席裁示:夏天來臨，至溪邊戲水時，請留意水域變化，以維護自
身安全。
(六)大同少輔組:
1.暑假將至，暑假期間，里內若有少年狀況，可來電少輔組諮詢
協助，連繫電話為 2596-6029。
2.108 年下半年少輔組仍提供社區宣導及家長(親職)教育活動場
次，若里長、里幹事及學校舉辦活動、講座，本組可提供犯罪
預防及相關法令攤位宣導及親職講座，歡迎聯繫討論合作事宜。
3.感謝各級長官、里長及里幹事、各學校及資源單位在過去半年
對少輔組的協助與支持，未來仍請社區夥伴們持續給予支持與
協助，感謝。
(七)本所民政課: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訂於 109 年 1 月
11 日舉行，請各機關學校踴躍推薦所屬人員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
員，另請各機關學校協助提供投開票所場地。
主席裁示:
1. 謝謝各機關學校協助提供投開票所場地及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
2

員。
2. 本次選舉將不與公民投票併同舉行，故仍請各機關學校踴躍參
與選務工作。
(八)本所社會課:
衛福部於 6 月 21 日發佈有關身心障礙手冊換發新聞稿，提醒民眾
持有綠色舊式身心障礙手冊於 7 月 10 日前換發新式手冊，新式手
冊為粉紅色。
主席裁示:請各機關協助宣導。
(九)本所經建課:
本市 i-voting 票選活動已辦竣，本區計 7,418 位參與投票，投票
率 6.14%，占全市約第 6 名，區內 3 提案均通過。故感謝各機關學
校及里辦公處協助宣導推廣，另特別感謝明倫高中、成淵高中鼓勵
學校年滿 16 歲學生參與。
主席裁示:特別感謝各機關學校對於 i-voting 支持及協助配合。
(十)本所人文課:
1.「2019 戀念大稻埕-城隍生日趴」圓滿成功，感謝與會單位對本
活動支援協助。
2.預計於 8 月份將辦理歌唱比賽，屆時請各機關單位、里辦公處協
助宣傳。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有興趣者均可報名參加。
(十一)本所人事室:
本所與士林分局、士林地政事務所聯合辦理未婚聯誼活動，謹訂於
8 月 2 日假士林區公民會館，請各單位鼓勵未婚同仁踴躍參加。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協助配合宣導，並鼓勵未婚同仁報名參加。
九、主席結論:略
十、散會: 上午 11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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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同區 108 年 6 月份區務會議主席指（裁）示暨決議事項
編號

108
0404

108
0601

108
0602

108
0603

108
0604

108
0605

案由
臺北市 108 年度傑出市民遴選作業，自 4 月
1 日起至 7 月 31 日止受理推薦，歡迎各機關
團體踴躍推薦，報名推薦表可至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官方網站下載。
時序進入梅雨季，且常有午後雷陣雨及短延
時強降雨發生，發生災情時間短且快，請各
區隨時做好應變，並先行做好水溝及枯枝清
疏等工作，避免造成積淹水或其他災情。
有關精準投遞平臺—里鄰資訊傳遞 e 化，請
配合下列事項：
1.請持續透過為民服務及里內相關會議、活
動等管道宣導市民踴躍訂閱本府精準投遞
平臺里公布欄，另上傳訊息應為市政政令
宣導或具公益性質之活動為原則，禁止營
利性廣告及私益訊息，並請確認上傳訊息
之內容正確性，避免衍生爭議。
2.本府精準投遞平臺於每日下午 1 時及 8 時
各推播 1 次，請於上午 8 時至 12 時及下午
1 時至 7 時發布訊息，以利系統推播，如遇
系統異常情形，請由各區資訊人員向本局
資訊室反映，俾協處改善。
3.請各區公所透過試辦及獎勵計畫，鼓勵里
長參與試用本平臺，以發現系統使用問
題，進而精進平臺功能。
紙本公文轉線上簽核為本府 108 年新增公文
檢核指標，請各機關持續盤點紙本公文是否
有能轉線上簽核卻尚未轉換之案件，並積極
處理，提升線上簽核成效。
4 月份一般公文發文日數及公文件數有上升
趨勢，請各機關在公文陳核前，充分聯繫溝
通，提升文書處理效能。
108 年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網路攻防演
練，於 108 年 4 月至 10 月進行社交工程(釣
魚信件)演練，含所有機關人員之電子信箱及
機關之正副首長公務手機門號，不定期(含假
日)發送釣魚信件或釣魚簡訊，嘗試獲取機關
非機敏資料、點閱及開啟紀錄等，請轉達機
關內所有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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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預定結案
日期

本所人文課

108.7.31

本所民政課
本所經建課
本區清潔隊

108.7.19

本所民政課

108.7.19

本所秘書室

108.7.19

本所秘書室

108.7.19

本所秘書室

108.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