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大同區鄰江里 111 年度下半年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地點：鄰江里里民活動場所（酒泉街 164 號)
主持人：陳豊祥里長
紀錄：許馥佳里幹事
市政府指導長官：
上級督導人員：羅勝全課長
參加人員：如附簽到表
主席致詞：感謝各位鄰長及志工夥伴的參與並歡迎各位與會貴賓。
里辦公處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報告里辦公處在 111 年度上半年各項經費
支出情形及下半年度各項工作計畫，請各位鄰長志工協助並加強宣傳。
九、 列席單位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
(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方右守副所長宣導：
1. 交通安全宣導
本市近 5 年(106 至 110 年)每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均超過 27 人，
分析在 106 至 110 年間，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137 人，65 歲以
上高齡行人占 93 人；期間高齡行人死亡比例高達 67%。111 年 1 至 5
月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7 人，65 歲以上高齡行人所占比例約為
71%。為提升高齡者之用路安全，確保通行安全，以降低事故發生率
之目標。
2. 反詐騙宣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推出「165 防騙宣導」Line 帳號並推出全新查詢功
能，不管你是上網買東西、收到投資訊息、被陌生網友搭訕，都可以
把對方的 Line ID、網站位址、電話號碼輸入查詢，自動比對 165 專
線資料庫，看看對方是否曾被通報為詐騙，一秒就能揪出已知的詐騙
資訊，減低被騙風險。
3.反毒宣導

(二)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大同中隊大同分隊呂振榮小隊長宣導：
1. 推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鑒於國內及本市近期發生多起住宅火災案例，皆造成重大人命傷亡，
是鄰建築經常使用鐵皮、木造等未具防災性能之隔間材質，及避難通
道過於狹窄或推積雜物等情形，致使火災演稱延燒快速、逃生不易高
度潛在風險，為維護住宅安全，本局目前針對本市各種易生災害住宅
處所類型加強執行各項管理措施，相關處所如下:5 層樓以下老舊建築
物頂樓加蓋建築物蝸居(穴居)室內違法隔間之出租套房。
2. 天然災害篇-防溺須知篇
游泳安全守則：
(1) 從事水上活動前，應先瞭解自己的身心體能狀況是否適合。
(2) 選擇有救生員的場所。在開放及有救生人員看守的水域戲水游
泳，一旦發生溺水時，才能立即有被救援的機會。此外，應遵守各項
警告或禁止標誌。
(3) 選擇適宜的氣候及水溫。
(4) 遵守游泳場所的管理規定。
(5) 學習基本的水上安全常識及能力。
(6) 養成結伴游泳的習慣，避免單獨下水。
(7) 下水前應作熱身運動。
3. 天然災害篇-防風(水)災
颱風來臨前注意事項：
(1) 撥聽「 166」
、
「 167」氣象服務電話，或收聽廣播電臺、電視播
報的最新颱風消息。
(2) 檢查門窗是否堅固，迎風面之門窗應加裝防風板，以防玻璃破碎。
(3) 屋外懸掛的廣告、招牌以及雜物應即取下或釘牢。
(4) 工地吊車應降下，鷹架圍籬應加強固定。
(5) 準備收音機、手電筒、急救箱，並儲存足夠三天用的飲用水、食
物及必要之生活必需品。
(6) 檢查電路，注意爐火瓦斯，以防火災。
4. 廟會繞境活動施放爆竹煙火宣導
避免廟會繞境活動施放爆竹煙火不當，導致意外事故發生，請各宮廟
於慶祝各種慶典民俗活動時，建請以播放爆竹煙火音效光碟或製煙機
取代燃放爆竹煙火，如須施放一般爆竹煙火，應填具「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施放一般爆竹煙火報備暨安全維護表」向轄區消防分隊申請備
查。請勿施放飛行及升空類爆竹，並請選購有認可標示之產品，以及
遵照爆竹煙火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施放。
5. 消防通道及搶救不易狹小巷道宣導

為了有效推動消防通道之暢通，禁止停車之路段需請大家共同遵守並
幫忙維護，也希望您能多加利用路外停車場停車，以保持社區道路之
順暢。共同建立安全的居家環境，需要有您的支持，也感謝您的配合。
6. 防震宣導
平時確認居家安全空間
(1) 房間內物品應集中收納 房間內家具以固定式家具為主，儘量將
物品收納到儲藏室、 衣櫥或加強固定的收納式家具內，生活空間中
儘量不堆放雜 項物品，並考慮好放置方向，注意抽屜滑出，尤其家
具類上 方不要放置未固定物品，在不影響收納空間下，減少因地震
造成家具倒落、位移而造成傷亡的情事。
(2) 家具放置位置不要阻擋房門和避難路線，並注意不要擺放於可能
壓到人的床邊。
(3) 家具基本固定檢查
7. 臺北市行動防災 APP
本市行動防災 App 提供停班停課、颱風 動態、CCTV 即時影像、地震
速報、避 難疏散等重要災害資訊，另有《臺北防 災立即 go》電子書
等功能，可即時查 閱各種防災應變常識、提供生活及防災教育相關
資訊。

8. 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修正
(1)第十條之一：本市下列場所，依法無需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且
非屬消防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者，其管理權
人應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
維護之：
一、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之甲類場
所。
三、其他經消防局公告指定之場所。

(2)第十二條之一：違反第十條之一規定，經消防局通知管理權人限
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處管理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但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
月十六日修正之第十條之一第一款之建築物非供出租者，其處罰自修
正公布後三年施行。
(三) 臺北市政府大同區清潔隊蘭州分隊李育茜分隊長宣導：
臺北市的廚餘回收分為「養豬廚餘」及「堆肥(非養豬)廚餘」兩大類，
豬可以吃的放養豬廚餘，不能吃的放堆肥(非養豬)廚餘。1、堆肥廚
餘如：果皮、茶葉渣、樹葉等。2、養豬廚餘如：吃剩飯菜、菜葉、
過期食品(油鹽、調味料及已酸臭腐敗者除外)等。
請除去外部包裝，並請勿將筷子、湯匙、牙籤等雜物及垃圾混入廚餘
中。椰子殼、榴槤殼請勿混在廚餘中，應另以其他容器收集後併同送
交回收車。廚餘回收相關資訊請至環保局網站畫面下方的「垃圾、廚
餘、資源回收/廚餘回收資訊」)查詢或洽環保局廢棄物處理管理科(電
話 27208889 轉 7291)。
(四) 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張十方護理師宣導：
1.整合規劃大同區轄區高齡友善服務資源、醫療服務資源及長期照顧等
社區資源，進行社區資產盤點，提供高齡健康照護整合服務模式，建
置轉介服務模式，讓長者獲得及時且完整的服務，歡迎各里段多加運
用。相關資訊請洽 陳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51）
2.為維護中老年人健康，早期發現慢性病、早期介入及治療，國民健康
署提供 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民眾每 3 年 1 次、55 歲以上原住民、罹患
小兒麻痺且年在 35 歲以上者、65 歲以上民眾每年 1 次成人健康檢查，
本市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特約醫事機構請上臺北市衛生局網站查詢。相
關資訊請洽廖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8）
3.為早期發現失智症，本中心提供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以早期發現
及早治療，凡 65 歲(含)以上之民眾，皆可至本中心服務台檢測，經
篩檢量表分數≧2 分以上(含)者，將協助轉介至特約醫院進行確診。
相關資訊請洽吳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7）
4.多一份檔案，多一份安心，為預防家中失能長者走失，民眾可持身心
障礙證明（手冊），至臺北市各警察分局偵查隊申請自願捺印指紋服
務。相關資訊請洽吳護理師（2585-3227 分機 6637）
5.居家環境之積水容器，容易成為孑孓孳生的溫床，請民眾主動巡檢居
家環境，徹底清除家戶內、外孳生源，如輪胎、鐵鋁罐、帆布、水生
植物、寶特瓶及盆栽墊盤等，以避免孳生病媒蚊，降低疫情風險；如
有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登革熱疑似症狀，

請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國內、外相關活動史。相關資訊請洽王約僱管
理師(2585-3227 分機 6656)
6.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最新疫情及各項防疫措
施，請上「臺北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專區」
(https://www.gov.taipei/covid19/)查詢。相關資訊請洽王約僱管
理師 (2585-3227 分機 6656)
7.凡設籍臺北市 65-74 歲且從未接種肺鏈疫苗的長者，持「身分證」及
「健保卡」至臺北市合約醫療院所即可免費施打肺炎鏈球疫苗，符合
75 歲的長者皆可免費施打公費肺炎鏈球疫苗。相關資訊請洽陳約僱管
理師（2585-3227 分機 6657）
(五) 大同區戶政事務所張耀文課員宣導：
1.[虛報戶籍—撤銷登記並重罰]遷戶口（遷徙登記）應有居住事實，如
有申請不實情形，戶政機關將撤銷登記並依戶籍法 76 條處以新臺幣
3,000～9,000 元之罰鍰。
2.本市門牌自 110 年 3 月 31 日展開為期 2 年非區花門牌汰換計畫，預
計提前至 111 年 10 月汰換完成，汰換順序已公開抽籤，張貼原則：
依原門牌張貼位置進行汰換，原未張貼門牌者，依本市道路命名及門
牌編釘自治條例第 14 條，門牌將張貼於門首或其他明顯易見之適當
位置。本案工作人員均穿著制式背心與配戴工作證，如進行門牌張貼
時，惠請提供協助(例如告知各戶正確位置)以利工作進行。各路段汰
換期程可上本所網站查詢👉https://reurl.cc/kZ41r9 ，每月進度
可至本所網站最新消息查詢，請市民朋友耐心等候汰換期程，有關區
花門牌汰換的相關問題，歡迎來電詢問洽詢電話 25942569 轉 205 林
先生。
3.臺北市第 8 屆市長、第 14 屆議員、第 14 屆里長選舉及 111 年憲法修
正案之複決案訂於 11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投票。
(六) 大同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黃淑玫社工宣導：
1. 列冊獨居長者服務介紹
列冊獨居長者資格：
1、年滿 65 歲以上，單獨居住本市,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市
者;列入獨居。但若長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2、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
居住臺北市，列入獨居：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同住家屬 1 週內有連續 3 天（含 3 天）以上不在者，列入獨居，
但間歇性不在者，不予列入。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3、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 65 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
列入獨居。
獨居長者服務內容
1.本市相關福利及法律諮詢
2.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服務
3.營養餐飲服務
4.日間照顧服務
5.居家服務
6.文康休閒活動安排
7.機構安置服務
8.緊急救援系統
9.獨居長者前往本市立聯合醫院就醫，免付掛號費服務
10.其他服務：民間團體於農曆春節舉辦相關活動或贈送禦寒衣
物、棉被等，並優先以弱勢獨居長者為服務對象。

2. 臺北市遊民安置輔導服務介紹
服務理念及目標：減少對社區環境的負面影響、提供友善夜宿環境
輔導及服務措施：
十、 表彰事項：感謝本里各鄰長、守望相助隊隊員、志工夥伴，積極參與里內
各項活動（支援母親節活動、發放助學金、育兒金活動等）不遺餘力，熱
心鄰里公益事務，足為里民典範，特予公開表揚以示最大敬意。
十一、討論事項：
案由一：111 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9 年 11 月 3 日北市民治字第 1096027422
號函說明三有關里辦公處租用區民活動中心辦理里鄰相關活動規
定事項辦理。
（二）活動項目：
1.文化之旅。
2.國標舞。
3.瑜珈。
4.歌唱班。
5.里民座談。
6.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里 111 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
(二) 111 年度無編列資本門預算，以經常門支出 17 萬 7562 元整，剩餘
12 萬 2438 元整。
(三) 預計辦理：
1.里辦公處數位影印機租賃費預算 24,000 元整。
2.里民活動場所租金補助預算 12,000 元整。
3.守望相助公務機車各項保險及費用預算 2,500 元整。
4.辦理年終為民服務檢討會暨餐敘 56,538 元整。
5.志工餐點及交通補貼代金 27,4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案由三：有關本里 111 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
(二) 111 年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計 6 萬元整擬辦理中秋節慶祝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案由四：有關本里 111 年度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支用情形一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臺北松山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辦理。
(二) 111 年回饋金共計 130,262 元整，預計辦理：
1. 滅火器換藥檢測（預算 45,750 元整）。
2. 中元節歡慶活動（預算 84,512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案由五：有關本里 111 年度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金支用情形一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辦理。
(二) 111 年度無編列資本門預算。
(三) 111 年度回饋金經常門共 392 萬 4,998 元，以經常門支出 42 萬 9,339
元整，剩餘 349 萬 5,659，預計辦理：
1. 文化參訪預算 90,000 元整。
2. 發放助學金預算 300,000 元整。
3. 發放育兒金預算 150,000 元整。

4. 敦親睦鄰禮品(抽取式衛生紙)預算 1,307,900 元整。
5. 敦親睦鄰禮品行政費用預算 18,500 元整。
6. 中元節慶讚活動預算 295,000 元整。
7. 中秋節歡慶活動預算 266,699 元整。
8. 污水下水道推廣宣導贈送里民紀念品預算 96,800 元整。
9. 發放敬老金預算 680,000 元整。
10.志工、守望相助隊裝備更新預算 96,000 元整。
11.志工、守望相助隊誤餐費及交通費補助預算 120,000 元整。
12.鄰江里辦公處 LINE 社群網路服務預算 74,760 元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十二、上級督導羅勝全課長講評及宣導：
感謝里長及各位鄰長在 111 年全力支持並參與公所舉辦各項活動，區公所
各項宣導事項，請各位鄰長協助廣告周知。今年萬安演習時間為 7 月 25 日
下午 1 點半到 2 點，將實施人車管制，也請各位鄰長一併協助配合宣導。
十三、散會：
（下午 4 時）

